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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指南（新版）

主页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38

腾讯轻联 主页  集中展示了创建集成应用、数据概览、帮助中心及应用创建教学等内容，本文将展开详细介绍。

主页提供了快速创建集成应用的入口，分为两种方式：选择连接器创建和创建空白应用。

在选择连接器创建中，您可以选择想连接的应用作为集成的开始来创建集成应用。

1. 在创建集成应用的选择连接器创建模块，单击开始创建。

2. 填写应用名称，并选择想连接的应用，单击下一步。

创建集成应用

选择连接器创建 创建空白应用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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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集成流开发界面继续配置集成流，可参见 应用配置 。 

主页中的集成概览汇总展示了对应账号下，集成应用总数、处于运行中的集成应用数量、运行总次数以及运行失败总次数方便用户直观的了解集成应用的基本运行情

况。

数据概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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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中的集成应用展示了对应账户下部分应用的基本信息，按照更新时间展示最近更新五个应用的信息，若想查询账号下所有应用信息，单击更多即可。

主页中的环境配置展示了对应账户下部分环境的基本信息，包含环境名称、环境类型、环境中运行的集成流数量，若想查询账号下所有的环信息，单击环境管理即可，

更多环境管理相关内容可参见 环境管理 。 

应用列表

环境管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6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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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中的产品动态展示了产品最近新增或更新的文档或功能等相关信息，方便用户更直观的了解产品的新增特性。若需了解更多历史更新内容，可单击更多进入 产品

动态  进行查看。 

主页中的帮助中心，为用户提供了进一步了解腾讯轻联的学习视频，使用文档。对数据连接器使用及概念比较熟悉的用户也可以在通过认证中心的考试后获得数据连接

器的官方认证。

产品动态

帮助中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4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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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页右下方，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更多产品信息：

更多操作

单击产品交流群，扫码加入轻联交流群，您在使用产品时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群内反馈，会有技术专员跟进解答。

单击产品公众号，扫码关注腾讯轻联公众号，获取最新产品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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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开发

集成应用

应用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38

集成需求可以通过创建应用集成进行实施，复杂的场景可创建多个应用集成，每个应用集成对应一个集成场景。进入应用集成页面，您可以操作添加应用、配置应用、

修改应用名称、导出导入应用以及删除应用等操作。

不同的连接器状态，对应“操作”下展示的功能是有区别的，具体如下：

当需要新建业务流时，您可按以下步骤操作：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集成。

2. 在应用集成页面，选择对应项目名称后单击创建应用。

3. 在添加应用页面，填选应用名称和添加方式后，单击确定，进入配置应用页面。

当需要查看应用详情或修改应配置时，您可按以下步骤操作：

1. 登录 腾讯云数据连接器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集成。

操作场景

注意

 独立控制台的调试，操作的是当前应用的一个特定版本，当前版本在缩小调试框后仍然可以进行配置。

状态 功能

运行中 允许用户进行查看、修改名称、复制、配置、导出和停止。

配置中 允许用户进行查看、修改名称、导出、配置、发布和删除。

已停止 允许用户查看、配置、修改名称、发布和删除。

调试中 允许用户查看、配置、修改名称、导出、应用测试、单元测试和退出调试模式。

操作步骤

添加应用

配置应用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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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应用集成页面，找到目标应用，单击“应用名称”即可进入应用详情页面进行配置。

当应用有变更，需要修改名称方便区分时，您可按以下步骤操作：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集成。

2. 在应用集成页面，找到目标应用，单击重命名，按照提示输入修改后的名称即可。

当您想和其他账号共享应用或者修改应用所属项目时（目前暂不支持直接修改应用所属项目及跨账号共享等操作），您可以使用导出导入功能。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集成。

2. 在应用集成页面，找到目标应用，单击左上角导入应用或应用项目操作列的导出即可完成操作。

重命名

导入和导出应用

导出时可以选择不同版本的全部导出或选择需要的集成流和连接器配置导出，导出后以 .ipaas 为后缀的文件将自动下载。

导入时只需要上传以 .ipaas 为后缀的文件即可。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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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非运行中状态下的集成应用可以进行删除操作。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集成。

2. 在应用集成页面，找到目标应用，单击删除删除应用。

处于运行中状态下的应用，可以快速查看应用的运行日志：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集成。

2. 在应用集成页面，找到目标应用，单击操作列的 运行日志。 

删除应用

注意

删除后数据无保留，请删除前导出做好数据备份或确认数据必要性再进行删除操作。

运行日志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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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运行日志页面，您可查看当前运行应用、当前运行版本的运行日志（默认返回近30分钟时间段内的日志）。 

画布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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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客户自定义画布大小，可自定义缩小或放大。

快速了解应用集成，集成应用创建的常规顺序配置了对应文档，方便用户快速了解应用集成的相关概念及功能模块。

快速了解应用集成

更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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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快速查看当前项目下的连接配置、安全网关、通用存储、全局变量。单击对应功能模块即可进入详情界面。

此页面对连接配置、安全网关、通用存储、全局变量提供了新增、删除、配置等快捷操作，且操作完毕后单击 >> 折叠菜单，快速回到应用集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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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5 15:41:37

进入一个集成应用后，可以通过创建多条集成流来实现业务逻辑。集成流画布中预留触发类组件位，可以放置拥有触发能力的逻辑组件或连接器，例如：HTTP 

Listener、Kafka、定时器等，拥有触发能力的集成流为主流，不具备触发能力的集成流则只能被其他集成流通过逻辑组件 Flow Reference  引用为子流。  

平台支持对集成流的层次化管理，可通过创建文件夹，将相关集成流聚合，且文件夹和集成流在同一应用内支持新建、复制等操作进一步方便开发及维护。

集成流支持新建、复制、共享、重命名及删除操作。

操作场景

集成流

新建集成流

复制集成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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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流可在同一应用内进行复制操作，单击复制后，会自动创建一个XXX_副本的集成流。 

同时，也支持批量复制操作。

单击批量操作后，可以进行全选、单个节点选择、连续几个节点选择（类似单元测试），选择节点后可以单击复制完成批量复制。

没有选择节点时复制按钮为 disable 状态，选择一个或多个节点后变成可点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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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完成后，可以在本项目下的其他流内粘贴复制的内容。

共享集成流后，该集成流支持项目内不同应用间通过逻辑组件 Flow Reference  进行引用。 

共享集成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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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Flow Reference 组件。 

删除后，该集成流下的所有配置将被清空，且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删除集成流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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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可将相关集成流聚合，且文件夹支持新建、新增流、复制等操作，方便您进一步管理维护集成流。

可选中已有集成流拖拽来进行顺序调整，或拖拽至某个文件夹内进行统一管理，拖拽至蓝色线条出现即可释放，稍后可以看到调整顺序成功。

新建一个集成流后会在画布中展示，单击画布中的 + 可以打开组件库，选择需要组件配置集成流。组件包括连接器和逻辑组件。其中，连接器又包括通用连接器、应用

连接器和逻辑组件。

组件库

通用连接器：对应用系统交互的协议。

应用连接器：对应用本身的封装。例如：一个系统通过 HTTP 与外界交互，可以选择 HTTP 连接器进行参数配置实现连接；若想连接腾讯会议，则可以直接使用

腾讯会议的连接器（封装了腾讯会议的接口、鉴权和交互协议）。

逻辑组件用来实现两个应用对接时的业务逻辑。例如：循环、选择、设置变量、数据转换、并行异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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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首次创建的集成流，需要选择 Trigger 组件，单击 + 选择执行组件。 

逻辑组件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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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子节点时，会展示出父节点的信息。

3. 若增加逻辑组件会直接打开该组件的配置页面。根据页面提示，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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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首次创建的集成流，需要选择 Trigger 组件，再单击 + 选择执行组件。若选择应用或通用连接器需要先选择需要的相关操作，再根据页面提示，进行 应用连接器

配置  或 通用连接器配置 ，并填写通用配置，若有特殊需求，可选择行填写高级配置。配置完成后可执行数据预览，查看配置是否正常，数据输出是否符合预期，且输

出的数据可用于下一节点。数据点选输入。

通用连接器或应用连接器操作指引

连接器配置

新建连接器配置：选择连接器并在画布上创建连接器后，在弹出的配置页面左上角提示：当前暂未绑定任何配置，请选择或者新建连接配置。单击新建按照页面提

示填写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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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已有连接器配置：对于非首次创建集成流，若同一应用中已有连接器配置，则客户可以自行选择已有配置，若客户想修改第三方凭证信息，可以回到连接界面

择新建或切换已有连接器配置。

连接器配置：对于已创建成功的连接器的连接配置，会在连接器的连接中展示，您可以单击编辑，跳转至连接配置页面来编辑连接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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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应用连接器版本：对于选择的应用连接器，若连接器存在多版本，可在右上方的工具 > 连接器版本中自行切换所需版本。

说明

对应版本后若存在红色感叹号符号，代表目前所选版本非最新版本。

通用连接器配置。

说明

老版本应用可以看到通用配置，独立控制台发布后的新建应用不再展示通用配置。

原因：老版本应用的通用连接器（http request等）的连接配置称为通用配置，独立控制台发布后新建应用通用连接器及应用连接器配置统一为连接配

置，故不再展示通用配置。

编辑通用连接器配置：对于选择的通用连接器，可在右上方的工具>连接器配置中单击名称进行编辑。

删除通用连接器配置：对于选择的通用连接器，可在右上方的工具 > 连接器配置中单击  进行删除。 

   

在线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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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配置好后，可以通过预览步骤即刻查看该节点的输出数据及 schema，实时掌握数据内容，支撑连续开发。 

集成流节点配置时，通过鼠标单击会展示集成数据面板，输入数据即可点选前面节点的数据内容，轻松引用数据变量，选择多个时自然拼接。

集成数据面板

单行表达式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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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输入时，当想对一些变量进行简单的加工，无需再打开代码输入框，切换“表达式”输入模式即可使用上百个快速命令符进行编排，包括：类型转换、操作符、方

法引用、属性引用等。通过智能提示、自动补全等能力进一步简化输入过程。

腾讯云数据连接器提供多人协作开发特性，让用户团队内多名成员可以同时开发同一个应用，提升开发效率。且通过设置编辑时加锁机制，解决了多人同时编辑带来的

版本不一致问题。

多人协作开发模式

注意

多人开发是指支持单个应用下多个用户同时开发多条集成流。单条集成流在同一时间只支持被一位成员编辑，其余成员点击此集成流会处于锁定状态（不可编

辑）。避免多人同时编辑带来的版本不一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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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调试时，模拟一个触发操作对当前集成应用做整体调试，将集成应用发布到沙箱环境中运行，对应触发链接可直接复制 Tigger 后的链接地址。触发成功后画布会

显示成功或失败，对应每个组件可以点击组件名称查看输入输出的详细信息，报错会集中在顶部展示，单击查看可以查看每个组件的报错详情。

单击查看历史调试记录，保留了每个时间点调试的快照信息，可查看每个时间点调试的具体参数和报错。最多展示最近10次的调试记录。方便核实每次调试的具体报错

情况。

调试功能

应用调试

查看调试信息及报错

查看历史调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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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查看当前应用下所有触发条件，并进行手动触发。截图示例是 webhook 手动触发。 

单元调试支持对一个或相邻的几个组件进行局部调试，在流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做整体应用调试的耗时可能较长，可以做局部调试来减少耗时且尽快定位哪些组件可能

异常（集成流首位的触发组件不可以被选中），选择右上角的单元调试，选择要进行调试的组件（可以选择首位组件即可，中间的节点默认选中避免挨个点的重复操

作）。

查看触发条件

单元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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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单元调试的节点后，需要模拟单元调试的输入数据，如果之前已经进行过单元调试、整体应用调试或者组件数据预览，平台会自动拉取这些历史调试数据作为历史

数据，客户可以选择不同的历史数据或自动构造数据输入来进行调试，若之前不存在历史调试数据则需要用户手动输入模拟数据来进行调试。

最小化调试窗口

独立控制台的调试，操作的是当前应用的一个特定版本，当前版本在缩小调试框后仍然可以对当前应用进行配置。

应用调试通过点击最小化，来最小化应用调试窗口。

单元调试点击关闭后，会自动最小化单元调试窗口。

注意

由于配置的版本和调试版本分开，所以配置完成后建议重新进行应用调试，验证最新配置的应用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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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单击最小化后的调试框在回到调试界面查看调试的详细内容。

查看调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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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调试窗口  后可单击调试记录，查看历史的应用调试记录或单元调试记录。 

支持搜索集成流名称、组件/连接器名称、配置内容。方便用户进一步快速确定应用内的有效内容及内置字段。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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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搜索，输入对应关键字。此处以“错误”字段为例。

工具栏集中了 连接配置分组 、连接器版本切换、自定义脚本配置等功能。

工具

说明

老版本应用可以看到通用配置，独立控制台发布后的新建应用不再展示通用配置。

原因：老版本应用的通用连接器（http request等）的连接配置称为通用配置，独立控制台发布后新建应用通用连接器及应用连接器配置统一为连接配置，

故不再展示通用配置。

连接配置分组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6465#.E8.BF.9E.E6.8E.A5.E9.85.8D.E7.BD.AE.E5.88.86.E7.BB.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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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工具栏内进行 连接器配置分组  切换，便于客户在预览和调试下采用工具中设置的分组来进行调试。 

切换应用连接器版本：对于选择的应用连接器，若连接器存在多版本，可在右上方的工具 > 连接器版本中自行切换所需版本。

若要添加自定义脚本，可在右上方的工具 > 自定义脚本中单击 + 进行创建。单击脚本名称可查看或修改自定义脚本，单击  可删除自定义脚本。

连接器版本切换

说明

对应版本后若存在红色感叹号符号，代表目前所选版本非最新版本。

自定义脚本

平台侧提供了 Dataway 支持自定义脚本的功能，支持用户编写自定义的函数和组件,当前应用下创建的自定义脚本只能在此应用中引用，暂不支持垮项目垮应用引

用。

添加/删除自定义脚本

注意

删除时会导致已绑定脚本的应用运行异常请谨慎操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6465#.E8.BF.9E.E6.8E.A5.E9.85.8D.E7.BD.AE.E5.88.86.E7.BB.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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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组件单击 Dataway 表达式进行配置时，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或单击点击绑定即可引用已有的自定义脚本。 

引用自定义脚本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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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成集成应用后，再进行发布，可以将其进行多地域发布，来减少由于环境异常导致的集成不可用的情况。  

每一个集成应用都有对应的版本号，当一个集成应用发布后处于运行中状态是不支持修改的，您可以通过复制一个集成应用会对应一个新的版本号，您可以在新的版本

中进行修改和调试，且不影响之前已经运行中的版本，便于迭代管理。

版本管理

说明

2022年9月20号后创建的应用新增展示发布环境字段，再次发布时保留上次所选发布环境，方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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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组件使用指南

删除变量（Remove Variabl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6:37

删除变量（Remove Variable）组件与配置变量（Set Variable）组件的作用相反，Remove Variable 组件的作用是删除 message 中的一个指定变量。

输出的 message 中，不再包括删除的变量。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无

1. 添加 Remove Variable 组件。 

简介

操作配置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变量名称 string 要移除的变量名称 是 无

配置界面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继承上个组件的 payload。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执行失败后，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

示错误类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具体信息。

attribute 继承上个组件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上个组件的 variable 信息中去除删掉的变量。

数据预览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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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入要移除的变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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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流引用（Flow Referenc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6:42

子流引用（Flow Reference）组件用来引用当前应用中的其他集成流。与异步处理（Async）不同，子流引用是一个同步过程，当引用的集成流执行完成后，才会

继续执行下一个动作，并且子流引用中的子流执行完成后，message会传递到主流中，下一个节点基于该子流的 message 继续执行。

当子流引用中的子流包含触发器（Trigger）节点时，如果该子流的执行由子流引用组件触发，那么该子流的触发器节点不会执行，即该子流从第二个节点开始执行。

无

1. 新建一条集成流，名称为“子流”。子流中增加配置 Payload 组件，输出“payload”；增加配置变量组件，设置变量“a”。 

简介

操作说明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集成流 string 集成流名称。可以选择同项目内其他应用共享的流 是 无

配置界面

数据预览

输出

message属性 值

payload 子流最后一个节点输出的 payload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

attribute 子流输出的 attribute

variable 子流所有设置过的 variable

案例

同一应用内的集成流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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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 Flow Reference 组件，在下拉框中选择流“子流”。 

3. 单元测试完成后，单击子流引用组件，选择专家模式查看输出。可以看到子流中设置的 payload 和变量“a”被传递到了当前流。 

同一个项目内多个应用可能同时用到某一个通用功能的集成流，例如“用户登录鉴权”。多个应用都要使用“用户登录鉴权”的集成流功能时，通常有三种方式：

项目内不同应用之间的集成流引用

集成流引用方式

使用方式 优缺点

每个应用都编辑或复制一个“用户登录鉴权”的集成流 存在大量重复集成流，维护不便

其中某个应用以 HTTP 接口的方式提供公共接口供其他应用调用 有 HTTP 调用的消耗，且调试维护不便

使用子流引用的跨应用流引用 跟应用内的流应用体验类似，只需要两个应用同时运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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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共享应用”，该应用内提供通用功能的集成流（名称“共享流”），并设置为共享。

  

2. 在共享流中设置 payload 和变量“share”。 

3. 发布“共享应用”，此时“共享流”的集成流就可以在项目内其他应用的子流引用列表中选择并使用了。

同时启动“应用测试”，这样其他应用内引用“共享流”之后也可以进行测试。

使用子流引用的跨应用流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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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项目内另一个应用编辑集成流，添加子流引用组件，选择引用项目其他应用（共享应用）的“共享流”。

5. 编辑完成执行单元测试，查看子流引用（共享流）的节点输出，切换专家模式，可以看到共享流中设置的 payload 和 变量“share”被传递到了当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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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任务（Schedul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0 14:56:08

定时任务（Scheduler）作为触发器，用于按设定的规则定时触发一条流。图形化 Scheduler 支持以下三种触发模式：

Scheduler 包含一条或多条 Cron 规则，当存在多条规则时，使用 \r  分隔，Cron 表达式的配置规则如下：

在配置 Cron 表达式时，可使用以下运算符：

简介

单次触发：支持选择多个指定的时间点触发。

周期触发：按照固定的周期触发。

Cron 表达式：配置中包含一条或多条 Cron 规则，当任意一条 Cron 规则与当前时间匹配时，该定时器所在的集成流将被触发。

操作配置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触发模式 Int 设置触发模式：单次触发，周期触发，Cron表达式 是 0（Cron表达式模式）

Cron 表达式 string 设置触发规则，例如每分钟触发1次等 是 无

时区 string 指定时区 是 亚洲/北京 UTC+08:00

仅在上次任务执行完后触发 bool 若勾选则仅在上次任务执行完后触发 否 false

参数 含义 取值范围

seconds 秒 0 - 59

minutes 分钟 0 - 59

hours 小时 0 - 23

days 日期（选填，默认每天） 1 - 31

months 月份（选填，默认每月） 1 - 12

weekdays 星期几（选填，默认不指定） 1 - 7

years 年份（选填，默认每年） 1970 - 2099

*  表示任意匹配，例如 hours="*"  表示每个小时。

-  表示范围，例如 weekdays="1-5"  表示周一至周五。

,  表示并列，例如 months="1,3,5,7,8,10,12"  表示大月。

/  表示增量，例如 hours="8/2"  ，表示8点开始，每两个小时。

L  表示最后一个，例如 weekdays="6L"  ，表示当月最后一个周六。

?  表示不指定。这里有一个约束，即年月日和星期几中至少要有一个为不指定。这是为了避免冲突，例如同时指定2020年2月20日（原本周四）和周三。默认星

期几是不指定的。

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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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r 作为 trigger 组件，是集成流的第一个组件，Scheduler 会生成一个空的 message 消息，触发集成流的运行。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空，没有值存在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

执行失败后，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

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具体信息

attribute 空，没有值存在

variable 空，没有值存

数据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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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30秒触发一次： 

案例

周期触发模式

单次触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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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日0时0分0秒触发一次： 

Cron 表达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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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5分钟触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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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分支（Scatter Gath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6:51

并行分支（Scatter Gather）支持并行执行多个任务。 该组件中，可以添加多个分支，每个分支中都可以配置子流以独立执行任务。

无

并行分支的输出结果中，不会包含处理逻辑中使用的 variable 变量，最终输出的只有 payload 里的数据。 

输出的 payload 是 dict 类型变量，里边汇总了各分支处理的结果。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简介

操作配置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最大

并行

数

int 并行执行的任务数，取值范围为2~8。实际并行数取分支数和最大并行数之间较小值 是 4

根信

息
string

根信息是一个变量，这里填入变量名称，根信息中保存了主流的Message信息。

msg.vars.get('#根信息名称#').payload即可访问主流的payload数据。当使用默认值

rootMessage时，使用msg.vars.get('rootMessage').payload即可在子流中访问主流的

payload数据

是
rootMessag

e

配置界面

数据预览

输入到子流中的 Message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继承主流 Message 中的 payload 信息

error 空

attribute 继承主流 Message 中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集成主流的变量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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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并行执行不同的任务时，使用并行分支比较合适。例如：要根据用户订单数据，去查询客户信息及产品信息，可以配置两个分支，一个执行客户信息查询，一个

执行产品信息查询。

1. 添加并行分支组件，添加2个分支，配置默认即可。 

2. 第一个分支配置客户信息查询，第二个分支配置产品信息查询，这里用两个简单的 HTTP 请求模拟。 

3. 执行完成后查看并行分支的输出，切换到专家模式，可以看到 Payload 为包含2个 key 的字典。 

key "1"代表分支1的结果，即查询到的客户信息；key "2"代表分支2的结果，即查询到的产品信息。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dict 类型，key 是分支的编号，从"1"开始，value 是分支执行完成后的结果（最后一个组件输出的Payload）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

执行失败后，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

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具体信息

attribute 不改变输入 attribute

variable 不改变输入变量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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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遍历（Parallel Foreach）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6:55

并行遍历（Parallel Foreach）用于并行执行任务，对数据集上的元素并行执行相同的处理逻辑。实际并行数取当前剩余元素数与设置最大并行度之间较小值。

并行遍历的子流可以只读访问主流的变量和其他组件输出，但子流所做的修改均是不影响主流。

处理完成后，每个元素的处理结果按照原始顺序输出到 message 的 payload 中。并行遍历一般用于批量数据处理的场景，例如批量查询、批量导入数据等。

简介

操作配置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数据

集

string、

list、

dict、int

待遍历的数据。

当类型为 string 时，遍历字符串的每个字符。

当类型为 list 时，遍历 list 的每个元素。

当类型为 dict 时，遍历 dict 中的 value。

当数据集类型为int时，例如3，实际遍历的数据集为[0,1,2]。 

是 无

最大

并行

数

int 并行执行的任务数，取值范围为2 - 8 是 4

计数

器
string

计数器是一个变量，该变量存储了当前的迭代次数，从0开始，这里填入变量名称，

msg.vars.get('#计数器变量#')即可使用。

例如：当计数器变量使用默认值 counter 时，第1次循环，msg.vars.get('counter')值为0，第

2次循环，msg.vars.get('counter')值为1。

否 counter

根信

息
string

根信息同样是一个变量，这里填入变量名称，根信息中保存了主流的 message 信息。

msg.vars.get('#根信息名称#').payload 即可访问主流的 payload 数据。当使用默认值 

rootMessage 时，使用 msg.vars.get('rootMessage').payload 即可在 Parallel 

ForEach 的子流中访问主流的 payload 数据。

否
rootMessag

e

错误

时终

止

bool 若子任务发生错误，则会在已发起的子任务执行完成后终止遍历。 否 False

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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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览

预览字段 数据类型 描述

payload any 每次遍历的输入值，属于数据集的其中一个元素。

index int 每次遍历的位置，代表当前输入值在数据集中的下标位置，从0开始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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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览的内容仅为子流可见，子流中的组件可以直接使用遍历组件的 Payload 和 index，如图所示：

输入到子流中的 message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数据集中的元素。例如：待迭代的数据集为[1,2,3]，第一次循环，子流中 payload 的数据为1，第二次循环为2。

当迭代的数据集为 dict 类型 {"key":"key1", "value":"value1"}，第一次循环，子流中的 payload 为 value1，第二

次为 value2。

error 空

attribute 空

variable

继承主流中的 variable 数据，同时新增两个变量，一个是计数器，一个是根信息，若用户使用默认值，可使用表达式 

msg.vars.get('counter')和 msg.vars.get('rootMessage')访问。

若 For Each 中使用了 Set Variable，则在子流执行过程中，新增的变量也会添加到 varaible 中。

输出



腾讯轻联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4 共260页

并行遍历的输出结果中，不会包含处理逻辑中使用的 variable 变量，最终输出的只有 payload 里的数据，输出的 payload 是个 list 类型变量，里边包含了原始数

据集中每个元素迭代处理的结果，顺序与原始数据集一致。attribute 的值继承自上一个组件。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输出样例如下：

本案例中，我们使用并行遍历对列表中的数据统一进行乘2操作，原始的数据集为 [1,2,3,4]。

1. 添加并行遍历组件，配置数据集[1,2,3,4]，并设置并行度为3。 

2. 在并行遍历中加入配置 Payload 组件，对子流 Payload 执行乘2操作。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list 类型，包含了每个数据的处理结果，输出顺序与原始的输入顺序一致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

执行失败后，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

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具体信息

attribute 继承 Parallel ForEach 上一个组件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继承 Parallel ForEach 上一个组件的 variable 信息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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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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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Sleep）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6:59

延时（Sleep）组件可以延迟指定时间后，继续执行集成流。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无

1. 添加“延时组件”。

2. 填入要设置的延迟时间。

简介

操作配置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延迟时间 int 指定的延迟时间（单位：毫秒） 是 1000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继承上个组件的 attribute 信息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

执行失败后，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

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具体信息

attribute 继承上个组件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继承上个组件的 variable 信息

数据预览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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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出错误（Raise Error）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7:04

抛出错误（Raise Error）组件用来抛出异常，中断流的执行。该组件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搭配“错误捕获”组件使用。单独使用时，命中“抛出错误”，集成流会

中断执行，返回错误信息。搭配“错误捕获”组件使用时，可以在“捕获错误”中捕获本组件定义的异常，然后执行“捕获错误”中配置的子流。

无

错误类型通过下拉列表选择，可以通过新增按钮添加新的错误类型，项目内所有应用可见。

简介

操作指引

连接说明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错误类型 string 用户自定义错误类型 是 通用错误

错误描述 string 错误的描述信息 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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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1. 添加“抛出错误”组件。

2. 新增错误类型“请求失败”。

数据预览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继承上个组件的 payload

error

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

“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型，使用内部编码表示

“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描述

attribute 继承上个组件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继承上个组件的 variable 信息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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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错误类型，配置错误描述。

4. 输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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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转换（Transform）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7:09

数据转换（Transform）组件可以对 message 消息进行数据编排和格式转换，支持 payload、attribute 和 variable 的修改。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简介

操作配置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payload any 配置的 Payload 否 无

attribute dict 配置的 attribute 否 无

variable dict 配置的变量 是 无

配置界面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如果“输出信息”中添加了 payload，输出为 payload 中的执行结果，否则继承上一个组件的payload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

执行失败后，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

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具体信息

attribute 类型为 dict，如果“输出信息”中添加了 attributes，输出为 attributes 的执行结果，否则继承上一个组件的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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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payload。 

添加 attributes，并编辑 attributes，attributes 的类型为 dict，因此表达式的输出需要保证类型为 dict。 

variable 如果“输出信息”中添加了 variables，输出为上一个组件的 variable 加上 transform 中新增的 variable，否则继承

上一个组件的 variable

案例

设置 payload

设置 attribute

设置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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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 variables，“变量名称”处填入要声明的变量名字。

2. 添加表达式，编辑变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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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重试（Until Successful）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9 15:36:46

条件重试（Until Successful）组件的作用是对其子流执行重试操作。

根据您创建应用的时间不同，条件重试（Until Successful）组件的配置也不相同，具体如下：

简介

操作指引

配置方法 适用场景 配置入口

方法一 在2022年9月1日前创建的应用 可选择按条件重试

方法二 在2021年9月2日及之后创建的应用 仅在满足条件时重试

方法一（2022年9月1日前创建的应用）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

填

默认

值

重试条件类

型

枚举：无；按成功条件重试；按失败条件

重
重试条件的类型 是 无

重试条件 bool
当重试条件类型为按成功条件重试或按失败条件重试时，定义判断的

方法
否 -

重试次数 int 重试次数，取值范围1 - 100 是 3

重试时间间

隔
int 重试间隔，取值范围1 - 300，单位：秒 是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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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数据预览

输入到子流中的 message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继承条件重试上一个组件的 payload

error 空

attribute 继承条件重试上一个组件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继承条件重试上一个组件的 variable 信息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继承子流输出的 payload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

执行失败后，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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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对某类操作进行重试时，可以使用该组件，例如发送 request 请求，当请求失败时，使用 Until Successful 进行重试。

1. 添加 Until Successful 组件，当服务器返回的 statusCode 不等于200时，重新发送请求，设置重试次数为3，重试间隔为5秒。 

2. 在 Until Successful 组件中添加 Request 组件，用于发送 HTTP 请求。 

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描述

attribute 继承子流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继承子流的 variable 信息

案例

方法二（2022年9月2日及之后创建的应用）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重试条件 bool 定义重试的条件，当满足条件时触发重试 否 -

重试次数 int 重试次数，取值范围1 - 100 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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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重试时间间隔 int 重试间隔，取值范围1 - 300，单位秒 是 60

数据预览

输入到子流中的 message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继承条件重试上一个组件的 payload

error 空

attribute 继承条件重试上一个组件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继承条件重试上一个组件的 variable 信息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继承子流输出的 payload



腾讯轻联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8 共260页

当需要对某类操作进行重试时，可以使用该组件，例如发送request请求，当请求失败时，使用Until Successful进行重试

1. 添加 Until Successful 组件，当服务器返回的 statusCode不等于200时，重新发送请求，设置重试次数为3，重试间隔为5秒。 

2. 在 Until Successful 组件中添加 Request 组件，用于发送 HTTP 请求。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

执行失败后，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

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描述

attribute 继承子流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继承子流的 variable 信息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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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循环（Break）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7:17

终止循环（Break）组件需要和遍历（For Each）或者条件循环（While）组件搭配使用，用来中断循环，即使序列还未递归完成或者循环条件没有 False，也会

停止执行循环语句。当存在嵌套循环时，终止循环组件将跳出自己所在层的循环，并开始执行下一个组件。

无

无

无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1. 添加“遍历”组件，设置要遍历的列表。

2. 使用“条件判断”组件，并在“条件分支”中添加判断条件。

3. 在“条件分支”子节点中添加“终止循环”组件，当遍历到“BMW”时，跳出遍历流程。 

简介

操作指引

连接说明

参数配置

数据预览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当在“遍历”组件中使用时，终止循环后，payload 中的数据继承自“遍历”的上一个组件的 payload。

当在“条件循环”组件中使用时，终止循环后，payload 的数据继承自终止循环的上一个组件输出的 payload。

error 空

attribute
在“遍历”组件中使用时，终止循环后，attribute 继承自“遍历”的上一个组件输出的 attribute。

在“条件循环”组件中使用时，终止循环后，attribute继承自“条件循环”的上一个组件输出的 attribute。

variable

在“遍历”中使用时，终止循环后，variable 中的变量是“遍历”的上一个组件输出的 variable 变量加上“遍历”子流

中声明的 variable 变量。

在“条件循环”组件中使用时，variable 中的变量是“条件循环”的上一个组件输出的 variable 变量加上“条件循

环”子流中声明的 variable 变量。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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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过循环（Continu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7:22

跳过循环（Continue）组件类似于终止循环组件，搭配遍历和条件循环组件使用。跳过循环的作用是跳出当前循环，执行下一次循环。

无

无

无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在本案例中，我们使用 For Each 对列表中的奇数求和，遇到偶数，使用 Continue 跳出当次循环。

1. 添加 For Each 组件，填入要遍历的集合 [1,2,3,4,5]。

2. 添加 Choice 组件，在 When 节点中对数据进行筛选。

3. 在 When 节点中加入 Continue 节点。 

简介

操作指引

连接说明

参数配置

数据预览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在“遍历”组件中，“跳过循环”后，payload 的值为下一次遍历的数据。

在“条件循环”组件中，“跳过循环”后，payload 继承自“跳过循环”的上一个组件输出的 payload。

error 无

attribute
在“遍历”组件中使用时，“跳过循环”后，attribute 继承自“遍历”的上一个组件输出的 attribute。

在“条件循环”组件中使用时，“跳过循环”后，attribute 继承自“条件循环”的上一个组件输出的 attribute。

variable
在“遍历”中使用时，“跳过循环”后，variable 中的变量继承自“跳过循环”的上一个组件输出的 variable 变量。

在“条件循环”组件中使用时，variable 中的变量继承自“跳过循环”的上一个组件输出的 variable 变量。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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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For Each）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7:27

遍历（For Each）是循环控制组件，类似于编程语言中的 for/foreach，在遍历组件中可以配置子流，对指定的数据集中每个元素执行子流处理逻辑。

简介

操作说明

参数配置

参

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数

据

集

string、

list、

dict、int

待遍历的数据集。

当类型为 string 时，遍历字符串的每个字符。

当类型为 list 时，遍历 list 的每个元素。

当类型为 dict 时，遍历 dict 中的 value。

当数据集类型为 int 时，例如3；实际遍历的数据集为[0,1,2]。

是 无

计

数

器

string

计数器是一个变量，该变量存储了当前的迭代次数，从0开始。

这里填入变量名称，msg.vars.get('#计数器变量#')即可使用。

例如：当计数器变量使用默认值 counter 时

第1次循环，msg.vars.get('counter')值为0。

第2次循环，msg.vars.get('counter')值为1。

是 counter

根

信

息

string

根信息同样是一个变量，这里填入变量名称，根信息中保存了主流的 message 信息。

msg.vars.get('#根信息名称#').payload 即可访问主流的 payload 数据。

当使用默认值 rootMessage 时，使用 msg.vars.get('rootMessage').payload 即可在遍历

的子流中访问主流的 payload 数据。

是
rootMessag

e

说明

通常情况下，配置数据集即可。

配置界面

数据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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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览的内容仅为子流可见，子流中的组件可以直接使用遍历组件的 Payload 和 index，如图所示： 

预览字段 数据类型 描述

payload any 每次遍历的输入值，属于数据集的其中一个元素

index int 每次遍历的位置，代表当前输入值在数据集中的下标位置，从0开始计数

输入到子流中的 message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数据集中的元素，例如待迭代的数据集为[1,2,3]：

第一次循环，子流中payload的数据为1

第二次循环为2

当迭代的数据集为 dict 类型{"key":"key1", "value":"valu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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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组件不会改变 Message 内容，后续节点只能感知到变量的变化。

使用 For Each 组件遍历列表，为列表中的元素添加序号及前缀。

1. 初始化变量 listResult。 

2. 添加遍历并配置组件。

3. 遍历的子流中设置变量, 给每个遍历的元素值添加前缀（元素的下标位置），并添加到 listResult 变量。 

第一次循环，子流中的 payload 为 value1

第二次为 value2

error 空

attribute 空

variable

继承主流中的 variable 数据，同时新增两个变量，一个是计数器，一个是根信息，若用户使用默认值，可使用表达式 

msg.vars.get('counter')和 msg.vars.get('rootMessage')访问。

若 For Each 中使用了 Set Variable，则在子流执行过程中，新增的变量也会添加到 varaible 中

输出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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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元测试输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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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Payload（Set Payload）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7:32

配置 Payload（Set Payload）可以设置 message 中的 payload 属性。支持表达式和字面量两种输入形式，如果是字面量形式，需要先选择数据类型，再在输

入框中填入字面量。如果需要输入表达式，选择 any 类型，写入表达式即可。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简介

操作配置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值 any payload 中要保存的数据 是 无

配置界面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用户填入的数据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

执行失败后，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

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具体信息

attribute 继承上个组件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继承上个组件的 variable 信息

数据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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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 Set Payload 组件。 

2. 填入要设置的数据。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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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变量（Set Variabl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9 15:36:37

配置变量（Set Variable）的作用是声明一个变量，并保存在 message 的 variables 中，后续节点可通过 msg.vars.get('name') 形式引用该变量。

根据您创建应用的时间不同，配置变量（Set Variable）组件的配置也不相同，具体如下：

对 variables 变量的引用，需要使用表达式：msg.vars.get('company')。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简介

操作配置

配置方法 适用场景

方法一 在2022年9月1日前创建的应用

方法二 在2022年9月2日及之后创建的应用

方法一（2022年9月1日前创建的应用）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变量名 string 变量名称 是 无

变量值 any 变量的具体值 是 无

配置界面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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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 Set Variable 组件。 

2. 在”变量名“处填入变量名称，“变量值”处填入要保存的值。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继承上个组件的 payload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

执行失败后，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

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具体信息

attribute 继承上个组件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上个组件的 variable 信息加上当前组件添加的变量

数据预览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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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2022年9月2日及之后创建的应用）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备注

变量名 string 变量名称 是 无 无

变量值 any 变量的具体值 是 无 无

变量类型 string 变量的类型 是 string 无

操作 string 变量的操作 否 无 仅当变量类型为 list 或 dict，并且已存在该变量时支持

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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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variables 变量的引用，需要使用表达式：msg.vars.get('company')。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继承上个组件的 payload

error

执行成功后，error 为空

执行失败后，error 为 dict 类型，包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

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具体信息

attribute 继承上个组件的 attribute 信息

variable 上个组件的 variable 信息加上当前组件添加的变量

数据预览



腾讯轻联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3 共260页

1. 添加 Set Variable 组件。 

2. 在”变量名“处填入变量名称，"变量值"处填入要保存的值。 

3. 选择已存在的 dict 类型的变量”dictVar“，选择追加操作，将键值对追加到”dictVar“中。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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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捕获（Try-Catch）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7:40

错误捕获（Try-Catch）组件由一个执行子流和一个或多个捕获错误子流组成。通过配置，可以捕获执行子流运行时抛出的错误和系统错误，也可与抛出错误组件搭

配使用，捕获用户自定义错误。如果执行子流发生错误，将运行第一个匹配的捕获错误子流，如果没有匹配，则抛出错误到外层。

无

事务在开启错误捕获节点配置。

简介

操作指引

连接说明

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事务 枚举（无；本地事务） 和 Database 组件搭配使用，执行失败时回滚数据库操作 是 无

错误类型 string
流执行过程中抛出的错误类型，通过下拉列表选择，支持任意多选，支持选择全部

错误或者某一类错误
是 无

重试次数 int 发生此类错误时重试执行子流的次数（0-5次），每个捕获错误单独统计 是 不重试

重试间隔 int 重试时两次执行的间隔（1-300秒） 否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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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类型和重试在捕获错误节点配置。

无

组件输出的 message 信息如下：

数据预览

输入到子流中的 message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继承错误捕获上一个组件的 payload

error 继承错误捕获上一个组件的 error

attribute 继承错误捕获上一个组件的 attribute

variable 继承错误捕获上一个组件的 variable

输出

message 属性 值

payload

若执行子流正常运行，payload 的结果为执行子流输出的 payload。

若抛出错误，且错误被捕获，则 payload 的结果为捕获错误子流输出的 payload。

若抛出的错误未被捕获，则流终止运行。

error 若执行子流抛出错误，且未被捕获，或者捕获错误子流中抛出错误，则 error 保存了错误信息，为 dict 类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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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自定义错误类型请求失败。

2. 当请求失败时，抛出该错误。

3. 捕获该错误，执行重试策略，会重新执行执行子流中的 HTTP 请求，条件判断。重试后仍失败，则记录日志。

含“Code”和“Description”字段：“Code”字段表示错误类型，“Description”字段表示错误描述。<

否则 error 为空。

attribute

若执行子流正常运行，attribute 的结果为执行子流输出的 attribute。

若抛出错误，且错误被捕获，则 attribute 的结果为捕获错误子流输出的 attribute。

若抛出的错误未被捕获，则流终止运行。

variable

若执行子流正常运行，variable 的结果为子流输出的 variable。

若抛出错误，且错误被捕获，则 variable 的结果为捕获错误子流输出的 variable。

若抛出的错误未被捕获，则流终止运行。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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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判断（Choic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9 15:37:07

条件判断（Choice）是分支选择语句，基于不同的条件执行不同的动作，类似于 if-else。

条件判断包含两类子节点，“条件分支”和“默认分支”，在条件判断中可以添加多个条件分支节点，每个条件分支节点中都包含一个真值表达式，条件判断组件会对

条件分支节点依次逐个判断真值，直到第一个真值表达式满足条件，则执行该条件分支节点中配置的子流。当所有的 When 条件都无法匹配时，会执行默认分支的动

作。

在 When 节点中，可以配置条件语句，用来控制分支选择。

图形化地配置多组比较条件，多组条件之间可以通过逻辑运算符"OR或者"AND"连接。

简介

操作说明

表达式模式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执行条件 bool 条件判断，当条件满足时，执行对应的子流 是 无

表达式模式配置界面

列表模式参数配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必填 默认值

值 any 值 是 无

条件 枚举 条件，即比较运算符 是 无

列表模式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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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完全继承于主流当前的 Message。

完全输出子流最终输出的 Message，包括错误。

在该案例中，我们将 score 映射为不同的 level：

1. 添加条件判断组件。

数据预览

输入到子流中的 Message

输出

案例

当 score 大于等于90时，level 为“A”。

当 score 大于等于80、小于90时，level 为“B”。

当 score 大于等于60、小于80时，level 为“C”。

当 score 小于60时，level为“D”。



腾讯轻联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0 共260页

2. 在现有条件分支的上面，可以添加新的条件分支节点，每个条件分支对应一个 level。

3. 在对应的条件分支中设置 level。例如：score >= 90的分支，设置 level 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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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完成执行单元测试。当 score 值为70时，条件判断执行第三个分支，level 设置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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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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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6:27:02

各大企业每天都有大量的 API 增长，同时越来越多公司开始公开 Web API，API 的使用场景正在累积。现在，每日 API 调用量在不断飙升，如何能够安全有效将这

些 API 管理起来对于企业而言并不容易。 

腾讯轻联提供 API 发布功能，可以一键将已发布的应用打包生成 API，方便用户进行管理和调用；同时提供了 API 管理能力，可以针对 API 进行访问权限管控和流

量调度。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集成开发 > API 管理，即可进入 API 管理的主页。 

在 API 管理主页，您可以创建或查看 API 服务、可以查看 API 目录、管理 API 订阅凭证，同时可对 API 服务进行审核管理。

此页面可创建或查看 API 服务。创建完成的 API 服务展示在此列表，项目内所有成员都可查看。

注意

试用公有云版本 API 管理需扫码申请（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单击 API 管理菜单即可申请）。

API 管理的独立环境与应用集成环境不互通。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API 管理主页

API 服务列表

API 服务状态有三种：配置中、运行中、已停止。鼠标可 hover 到服务域名处查看该 API 服务的发布环境和域名。

API 服务支持的操作有：查看、新建 API、上架、下架、删除、查看描述文件、查看发布历史。

注意

只有服务状态为配置中的 API 服务才可有新建 API 和删除的操作。

只有服务状态为运行中的 API 服务才可进行上架和下架的操作。

单击 API 服务的名称可跳转到 API 列表页。

创建 API 服务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pimanage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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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管理功能支持 3.0.0 版本的 OpenAPI 规范。OpenAPI 3.0.0 规范的对象定义请参见 OpenAPI Specification 。用户可以通过单击创建 API 服务进入 

API 创建界面。 

创建 API 服务有两种方式：包括手动创建和导入服务。每种方式都包括2个步骤，且步骤二相同。

1. 配置服务名称，协议与描述。

服务名称和描述自定义即可，协议支持3种：HTTP、HTTPS、HTTP+HTTPS。分组可选择默认分组、新建分组。如下图所示。

2. 配置策略信息

方式一：导入服务

方式二：创建服务

配置黑白名单：您可以按需开启，开启后可以输入多条 IP 进行黑白名单的访问限制。

基础流量控制：您可以按需开启，开启后可配置服务请求频率，每单位时间内允许的最大请求次数，填写范围为1 - 1000。

https://github.com/OAI/OpenAPI-Specification/blob/master/versions/3.0.0.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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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上述配置全部完成后，单击完成，则会返回 API 服务列表，同时已经创建好的 API 服务信息将会展示在此处。 

当我们创建好一个 API 服务之后，可以开始编辑其具体 API 行为，包括 API 的请求路径（API Path）、请求方法、分组、鉴权策略、请求参数、策略配置、API 绑

定的后端服务类型等操作。

新建 API 一共有3个步骤。

API 名称、描述支持自定义。分组可选择默认分组、新建分组。

新建 API

步骤一：基础配置

请求方法支持：GET、POST、PATCH、PUT、DELETE、HEAD。

鉴权方式支持：NoAuth、BasicAuth、OAuth2.0、HMAC。

后端服务类型支持：集成流、第三方服务、数据库、Mock类型。请求参数可自行添加，最多添加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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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配置响应示例，以及错误码配置。

数据库类型支持新建或选择 MySQL、Oracle、Postgre SQL、Sql Server类型的数据源。 

步骤二：后端配置

选择集成流时：需选择 webhook 触发的且在运行中的集成流。

后端超时时间：可默认系统预设的，也可自定义。

请求方法：根据用户需求选择即可。支持：GET、POST、PATCH、PUT、DELETE、HEAD。

参数定义：支持配置前后端参数映射。

步骤三：响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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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述配置全部完成后，单击完成，则会返回 API 列表，同时已经创建好的 API 信息将会展示在此处。

创建好的 API 会展示在 API 列表中，此页面可新建、查看和编辑 API。可发布 API、可设置、查看 API 描述文件和调用凭证，可查看 API 的订阅详情。 

左侧是 API 列表，右侧默认 tab 页是 API 的详细配置信息：API 的访问路径、请求方法、参数、后端服务类型等都可在此处查看。

1. 单击调试 tab 页，进入 API 调试页面。在 API 调试页面，您可以配置此 API Endpoint 的请求 Header 和 Body 内容，并单击发送请求。 

API 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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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后即可获取到测试的结果。我们会将后端服务返回的 Response 状态码和结果返回给用户，方便进行进一步的调试工作。

3. 右上角单击发布，可发布此 API 到多个环境。 

4. 发布后，发布后的 API 状态为运行中。

5. 右上角的复制，可将当前版本覆盖到配置中的版本。复制后，API 服务可以再次发布。一个 API 服务可以发布到多个环境。

6. 可在 API 详情页可查看其日志和监控。日志与监控详细信息参见 运维中心-监控管理  和 运维中心-运行日志 。

7. 发布后的 API 服务可停止服务。

描述文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803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8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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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文件是针对当前 API 服务的说明，左侧展示 YAML/JSON 格式文件，右侧对应展示 Swagger 可视化内容。 

创建 API 服务时，若选择的鉴权策略为 NoAuth，则可忽略此选项，反之，若 API 服务需要鉴权，则需在此页面配置调用凭证。通过当前服务下的任意调用凭证，

即可调用服务下任意 API。 

上图为凭证列表页，创建好的凭证会展示在此处，选择新建凭证，即可创建新的凭证。自定义凭证的信息，保存即可。

调用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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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后的 API 服务，可以被该企业主 UIN 下的所有子 UIN 订阅并调用。该菜单可以查看当前 API 服务被订阅的情况。 

此处可以看到订阅该 API 的所有用户名单，同时，可以移除某用户的订阅。

订阅详情

操作

删除 API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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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删除，可删除当前 API 服务。删除后，该 API 服务下的所有配置将被清空，且无法恢复。运行中的服务不可直接删除，需先停止再删除。 

API 上架与下架

上架：运行中的API服务，可通过上架功能共享给企业的其他员工使用。在 API 服务 > 操作 > 更多 > 上架路径提交上架申请，提交后的 API 服务会被企业管理员

审核，审核通过后可展示在 API 目录中，支持被当前主账号下的所有子账号订阅。

下架：上架后的 API 服务，若不想继续被其他员工订阅，则可通过下架来完成。在 API 服务 > 操作 > 更多 > 下架路径提交下架申请，提交申请后需联系系统管理

员或该项目的项目管理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下架，API 下架后不能被订阅。下架后的 API 服务会移出 API 目录。 

查看发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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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后的 API 服务可以更改状态、环境等。在 API 服务 > 操作 > 更多 > 查看发布历史路径。此功能可查看到 API 服务发布后的历史情况（最多显示10条）。 

API 目录展示已上架的 API 服务。类似一个 API 服务市场，上架后的服务，不局限项目维度，可以被当前主账号下的所有子账号查看、订阅并调用。此页面可通过 

API 服务的属性快速搜索服务。同时，可申请订阅或取消订阅 API 服务。 

API 目录

申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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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订阅 API 服务时，需选择或新建订阅凭证。将凭证与 API 服务关联上。待系统管理员审核后，即可成功订阅。 

取消订阅后将不能调用该 API 服务，此操作无需系统管理员审核。 

此列表可展示或搜索所有的订阅凭证，同时，可新建凭证。订阅凭证用于订阅 API 目录中的服务。凭证即为某 API 服务的钥匙。在申请订阅 API 服务时将凭证与 

API 服务关联上，调用的时候填写该凭证，即可成功调用该服务。同时，能看到该凭证各种鉴权类型的 Key 和 Secret，调用时直接复制即可使用。 

取消订阅

订阅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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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凭证支持与多个 API 服务关联。可在订阅的 API tab 页查看此凭证关联的所有 API 服务。 

新建凭证时，自定义相关属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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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管理分两个功能：我提交的和我审核的。涉及到审核的事项都在此功能页处理。

审核管理

我提交的：展示个人提交的所有审核信息。全部角色都可见。

我审核的：此页面展示需审核的信息。只有系统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能看到。其他角色访问页面数据为空。

系统管理员审批全部项目 API 服务上下架或 API 服务订阅的请求。

项目管理员审批所在项目内的 API 服务上下架或 API 服务订阅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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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复制 API 的调用地址（需先成功发布 API 服务）： 

1.2 进入 API 服务详情页面，新建或打开已有调用凭证，即可查看用于 Basic Auth 的 AK/SK 信息： 

API 调用步骤

从用户侧用不同鉴权方式调用 API（以 postman 为例）

API 服务无需验证的情况： 

API 服务需要 Basic Auth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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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打开 postman，将上述获取的 API 调用地址和用于 Basic Auth 的 AK/SK 信息分别填入： 

1.1 复制 API 的调用地址（需先成功发布 API 服务），方法同上，不再附图。

1.2 进入 API 服务详情页面，新建或打开已有调用凭证，即可查看用于 OAuth2.0 的 AK/SK 信息：

API 服务需要 OAuth2.0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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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进入 API 服务详情页面，单击并复制对应 API 的 Token 获取链接。 

1.4 在 postman 中创建一个新的请求，来获取 accsee_token。

1.4.1 首先，在输入栏中输入第3步获取的 Token 获取链接，并选择 GET 请求方法。

1.4.2 其次，选择 Params 标签页，分别输入第2步获得的用于 OAuth2.0 的 AK/SK 信息（格式见下图）。

1.4.3 最后，单击 send，即可生成下图中的 access_token 内容，将其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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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 postman 重新打开一个请求界面，填入第1步获取的 API 调用地址，Type 选择 OAuth2.0 模式。并在右侧填入第4步获取的 accsee_token，单击 

send，即可看到访问结果（如果配置 API 时还设置了请求参数，这里也要按位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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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复制 API 的调用地址（需先成功发布 API 服务），方法同上，不再附图。

1.2 进入 API 服务详情页面，新建或打开已有调用凭证，即可查看用于 HMAC 的 AK/SK 信息：

1.3 打开 postman，在输入框填入第1步获取的 API 调用地址。

1.4 将 postman 切换到 Pre-request Script 标签下，粘贴下方代码段（注意用第2步获取的 HMAC 的 Key 和 Secret，分别来替换代码段中的 

hmac_key 和 hmac_secret 变量值）。

API 服务需要 HMAC Auth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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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将 postman 切换到 Headers 标签下，输入下图中的4个 KEY-VALUE 对。最后，单击 send，即可看到调用 API 的返回结果。

var hmac_key = "2e4d0bbad47e3b5e3a0c"

var hmac_secret = "815ba6d666d58ef1e79b"

var time = new Date toUTCString

console log "time:" + time

var signed_headers_string = ""

signing_string= pm request method + "\n" + pm request url getPath  + "\n" + pm request url getQueryString  + "\n" + hmac

console log "signing_string:\n" + signing_string

var signatureBytes = CryptoJS HmacSHA256 signing_string  hmac_secret

var requestSignatureBase64String = CryptoJS enc Base64 stringify signatureBytes

console log "requestSignatureBase64String:" + requestSignatureBase64String

//将下面变量记录下来，在请求的Header中进行引用

pm globals set "sign"  requestSignatureBase64String  //hmac签名

pm globals set "hmac_key"  hmac_key  //hmac key

pm globals set "date"  time  //请求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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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中心

监控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39

运行监控集合了集成应用维度、集成流、连接器维度、组件维度的基本运行情况概览、错误统计的数据上报、API 服务和单个 API 路径维度的监控数据，您可以查看

某个集成流在一段时间内的实时及历史运行情况。

关于监控指标中各参数的说明请参见 监控指标名词解释 。

支持查看实时和历史监控数据，可以通过监控数据分析对应流的运行情况。默认展示当天集成应用的监控概览，若需要查看历史数据，可自定义时间维度后选择对应应

用或单击搜索进行查看。默认展示最近应用的近一天的概览情况。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 监控管理 > 监控管理 。

2. 在监控管理页面，默认选中全部流即为应用概览数据，支持查看某个应用的应用触发次数、应用执行次数、应该告警次数、应用执行耗时（ms）、应用流量曲线

（kb）等应用维度指标。

操作场景

说明

目前腾讯轻联的监控统计以项目维度划分，查看监控请先选择对应项目。

操作步骤

监控管理

注意

目前控制台支持检索近30天内的监控。若有检索更早期日志的需求，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

应用概览数据查询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monito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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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搜索应用监控数据说明：支持按应用名称、版本、集成流（必选全部流）、运行环境、时间等维度来进行搜索。

单击时间下拉，将显示设置搜索时间的面板，支持近5分钟、近15分钟、近1小时、近6小时、近1天、近3天、近7天、今天、昨天、前天、本周、自定义时间区间

的时间设置。通过预定义的常用的时间段可快速此区间的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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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 监控管理 > 监控管理 。

2. 在监控管理页面，选择应用中的某条集成流即可查询集成流概览数据及连接器概览数据。

集成流数据查询

集成流概览：支持查看某个集成流的集成流执行次数（总次数/成功次数/失败次数）、集成流执行耗时（ms）、集成流流量曲线（kb）等集成流维度指标。

连接器概览：支持查看集成流中连接器的连接器执行次数（总次数/成功次数/失败次数）、连接器执行耗时（ms）、连接器流量曲线（kb）等连接器维度指

标。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monitor


腾讯轻联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6 共260页

支持对运行失败的应用的错误次数和错误类型等数据进行集中展示及快速处理。

支持通过项目、应用、错误状态、环境、集成流、错误类型、时间等维度来进行搜索。列表如下：

搜索集成流监控数据说明：支持按项目、应用、版本、集成流（必选某个集成流）、运行地域、时间等维度来搜索查看指定集成流的集成流概览和连接器概

览。

单击时间下拉，将显示设置搜索时间的面板，支持近5分钟、近15分钟、近1小时、近6小时、近1天、近3天、近7天、今天、昨天、前天、本周、自定义时间

区间的时间设置。通过预定义的常用的时间段可快速此区间的监控数据。

错误管理

注意

目前控制台支持检索近一个月的错误统计内容。若有检索更早期日志的需求，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

查看错误统计列表

触发时间：集成流触发报错时的具体时间。

错误状态：已处理的错误不在显示，只展示未处理或已忽略。

错误类型：将常见的报错分为大类，方便根据错误类型筛选错误流。

错误描述：进一步解释报错的详细原因，方便尽快找到错误根源进行处理。

是否捕获错误：是否为“捕获错误”组件捕获的错误。

应用名称：出现错误的应用名称。 

集成流名称：出现错误的集成流名称。

组件/连接器：出现错误的组件/连接器名称。

环境：报错的应用所属的具体环境/地域。方便尽快定位出现错误的环境。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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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查看错误将快速跳转到对应报错的集成流界面可快速定位到出现错误的集成流。

忽略错误的操作，若某个集成流的错误已处理完成，其余相邻时间段内的相同报错可单击对应错误条目的忽略，即可忽略此错误。或者选中对应错误条目后单击批量忽

略。

查看错误

忽略/批量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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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查看 API 历史监控数据，可以通过监控数据分析对应 API 的运行情况。默认展示近1天的 API 监控概览，若需要查看历史数据，可自定义时间维度后选择对应应

用或单击搜索进行查看。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 监控管理 > API 监控 。

2. 在 API 监控 页面，默认通过扇形图展示所选服务维度的服务请求凭证分布（成功次数）、服务请求错误码分布（失败次数）、服务请求 IP 地址分布（总次数）。

除此之外还支持单击设置，展示服务请求终端分布（总次数）扇形图。

API 监控

服务维度、API 维度监控数据查询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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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折线图展示所选服务维度的服务请求次数（次）、服务请求耗时（ms）、服务请求凭证分布（次）、服务请求流量曲线（KB）、服务应答流量曲线

（KB）和服务错误次数（次）。其中针对请求次数和请求凭证分布指标可以展示总次数、成功次数、失败次数。针对请求耗时、请求流量曲线、应答流量曲线指标

可以展示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P50、P95、P99、P99.9分位值。针对错误次数指标，支持统计 4xx 错误和 5xx 错误。下同。

最后，还支持通过列表直观展示 API 监控指标，并且支持单击设置来选择展示更多指标。

当在筛选栏中选择一个 API 时，可以查看针对所选单个 API 维度的监控数据。指标类别同服务维度，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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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监控数据说明：支持按服务名称、服务版本、API 路径名称、运行环境、时间等维度来进行搜索。 

单击时间下拉，将显示设置搜索时间的面板，支持近5分钟、近15分钟、近1小时、近6小时、近1天、近3天、近7天、今天、昨天、前天、本周、自定义时间区间

的时间设置。通过预定义的常用的时间段可快速此区间的监控数据。

如果用户需要在控制台之外查看或处理集成应用监控数据，我们支持将集成应用监控数据投递到 Prometheus 平台，从而实现对监控数据做后续分析和处理。 

用户在创建一个投递任务时，需要选择被投递的集成应用（最多10个）。并且完成目标集群配置，支持进行 BasicAuth 鉴权和免鉴权。

投递管理

监控指标名词解释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指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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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应用监控概

览
以应用维度对数据进行聚合（选中全部流默认展示应用维度），可以查看选定应用的符合筛选条件的对应数据和图表信息。

应用触发次

数（次）

统计某应用下全部流被触发的次数之和，涵盖 Scheduler、HTTP Listener、Kafka Consumer 等触发器。触发一次会

执行所引用的所有流，因此应用触发次数不超过应用执行次数。    

应用执行次

数（次）

统计某应用下全部流被执行的次数之和，分为总次数、成功次数、失败次数。以“近1天（粒度10分钟）的总次数”为例，折

线上每个值是指近10分钟内该应用被执行的总次数。    

应用执行耗

时（ms）

统计某应用被执行所耗时间。以“近1天（粒度10分钟）的 P99.9 分位值”为例，折线上每个值是将近10分钟内该应用全部

耗时数据正序排列后第99.9分位的值，即99.9%的耗时数据都不超过该值。其余分位值同理。    

应用消耗流

量（kb）

统计某应用被执行所耗流量。以“近1天（粒度10分钟）的 P99.9 分位值”为例，折线上每个值是将近10分钟内该应用全部

流量数据正序排列后第99.9分位的值，即99.9%的流量数据都不超过该值。其余分位值同理。 

集成流

集成流监控

概览
以流维度对数据进行聚合，可以查看选定应用的选定流的符合筛选条件的对应数据和图表信息。

集成流执行

次数（次）

统计某条流被执行的次数，分为总次数、成功次数、失败次数。以“近1天（粒度10分钟）的总次数”为例，折线上每个值是

指近10分钟内该流被执行的总次数。    

集成流执行

耗时（ms）

统计某条流被执行所耗时间。以“近1天（粒度10分钟）的 P99.9 分位值”为例，折线上每个值是将近10分钟内该流全部耗

时数据正序排列后第99.9分位的值，即99.9%的耗时数据都不超过该值。其余分位值同理。    

集成流消耗

流量（kb）

统计某条流被执行所耗流量。以“近1天（粒度10分钟）的 P99.9 分位值”为例，折线上每个值是将近10分钟内该流全部流

量数据正序排列后第99.9分位的值，即99.9%的流量数据都不超过该值。其余分位值同理。    

触发器

连接器监控

概览

以连接器维度对数据进行聚合，只会统计被执行的连接器的情况，可以查看选定应用的选定流的选定连接器的符合筛选条件的

对应数据和图表信息。

连接器执行

次数（次）

统计某条流下各连接器被执行的次数，分为总次数、成功次数、失败次数。以“近1天（粒度10分钟）的总次数”为例，折线

上每个值是指近10分钟内该连接器被执行的总次数。    

连接器执行

耗时（ms）

统计某条流下各连接器被执行所耗时间。以“近1天（粒度10分钟）的 P99.9 分位值”为例，折线上每个值是将近10分钟内

该连接器全部耗时数据正序排列后第99.9分位的值，即99.9%的耗时数据都不超过该值。其余分位值同理。    

连接器消耗

流量（kb）

统计某条流下各连接器被执行所耗流量。以“近1天（粒度10分钟）的 P99.9 分位值”为例，折线上每个值是将近10分钟内

该连接器全部流量数据正序排列后第99.9分位的值，即99.9%的流量数据都不超过该值。其余分位值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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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日志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39

运行日志集合了集成应用基本运行日志详情、定时任务管理（以 scheduler 为触发器的流）和 API 运行日志，您可以查看某个集成流在一段时间内的实时及历史运

行日志情况。

运行日志支持查看历史日志和实时日志，可以通过日志信息回溯一次作业的运行情况和消息数据。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进入运行日志 > 运行日志  页面。

2. 在 运行日志页面，默认展示最近应用的近30分钟的运行日志，日志按就近原则进行排序，日志列表包括：

操作场景

说明

目前腾讯轻联的运行日志以项目维度划分，查看日志前请先选择对应项目。

操作步骤

运行日志

步骤1：查询运行日志

注意

目前控制台支持检索近一个月的运行日志。若有检索更早期日志的需求，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

运行时间：产生日志的时间。

日志级别：不同级别的日志采用不同颜色的图标标记。

作业标识：产生日志时运行的标记，通过作业标识可将一次运行的日志全部找出来，便于分析。

集成流名称：产生日志的集成流。

组件/连接器：产生日志的组件或连接器。

操作名称：产品日志时的操作。

日志类别：如果是 Logger 组件输出的日志，记录用户自定义的日志类别，其它组件或连接器则记录默认的输出事件。

环境：应用运行的环境。

日志内容：日志内容摘要。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login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lo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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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日志说明：支持按应用名称、版本、集成流名称、运行环境、日志级别、作业标识、日志内容、时间等维度来进行搜索。

单击时间下拉，将显示设置搜索时间的面板，支持近5分钟、近15分钟、近1小时、近6小时、近1天、近3天、近7天、近30天、今天、昨天、前天、本周、上

周、自定义时间区间的时间设置。通过预定义的常用的时间段可快速此区间的日志。

支持自动刷新日志的能力：单击自动刷新开关将显示刷新间隔时间。设置自动刷新时间后将根据间隔时间不断刷新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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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日志详情：单击某日志内容，右侧展示日志的详情。

  

步骤2：通过作业标识快速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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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流运行一次产生一个作业标识，通过作业标识来标记集成流在一次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日志，通过作业标识来快速搜索出集成流一次运行中所有生产的日志。

快速搜索出一次运行的所有日志。

在发布上线后，为了给集成项目保驾护航，腾讯云数据连接器已完善集成流监控指标，增加可靠性分析能力。当触发集成任务发布失败时允许自动重试或者用户手动重

试，避免数据丢失。

步骤3：重试集成任务

自动重试：后台自动执行，若自动重试成功则更新控制台此条日志状态为成功，不记录之前失败的日志。

手动重试：若自动重试的最终结果是失败，则会更新控制台此条日志状态为失败，允许用户手动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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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日志提供日志下载功能。单击下载日志即可下载日志。

对于使用了 Scheduler 组件，根据制定规则定时触发集成流的应用，支持查看30天内流运行详情，包括集成应用的触发时间、结束时间、状态及对应操作的详细列

表。  

1. 登录腾讯轻联控制台，进入运行日志 > 定时任务  页面。

2. 在 定时任务页面，默认展示最近应用的近30分钟的定时任务运行日志，日志按就近原则进行排序，日志列表包括：

步骤4：下载日志

定时任务管理

注意

目前控制台支持检索30天内定时任务内容。若有检索更早期日志的需求，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

触发时间：触发应用的时间。

结束时间：触发完毕的时间。

状态：执行成功/失败的状态。

作业标识：产生日志时运行的标记，通过作业标识可将一次运行的日志全部找出来，便于分析。

集成流名称：产生日志的集成流。

环境：应用运行的环境。

操作：查看日志详情。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lo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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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运行日志集合了全部 API 服务基本运行日志详情，您可以查看某个 API 服务在一段时间内的实时及历史运行日志情况。

运行日志支持查看历史日志和实时日志，可以通过日志信息回溯一次作业的运行情况和消息数据。

1. 登录腾讯轻联控制台，进入运行日志 > API 运行日志  页面。

2. 在 API 运行日志页面，默认展示最近应用的近30分钟的 API 运行日志，日志按就近原则进行排序。 

搜索日志说明：支持按应用名称、版本、集成流名称、运行环境、作业标识、时间等维度来进行搜索。

单击时间下拉，将显示设置搜索时间的面板，支持近5分钟、近15分钟、近1小时、近6小时、近1天、近3天、近7天、近30天、今天、昨天、前天、本周、上

周、自定义时间区间的时间设置。通过预定义的常用的时间段可快速此区间的日志。

API 运行日志

查询运行日志

注意

目前控制台支持检索近7天的运行日志。若有检索更早期日志的需求，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lo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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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按照以下条件搜索 API 运行日志：API 服务名称、API 服务状态、请求路径、部署环境、日志级别、调用和订阅凭证、作业标识、时间。 

按时间维度搜索时，时间跨度不能超过7天 。 

单击时间下拉，将显示设置搜索时间的面板，支持近5分钟、近15分钟、近1小时、近6小时、近1天、近3天、近7天、近30天、今天、昨天、前天、本周、上周、

自定义时间区间的时间设置。通过预定义的常用的时间段可快速此区间的日志。

下载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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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日志提供日志下载功能。单击下载日志即可下载日志。

可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日志展示的列字段。

为了满足用户对集成应用运行日志的后续分析和处理需求，我们支持将集成应用运行日志投递到 Kafka、ElasticSearch、CLS 平台上，从而灵活实现后续数据查

看和处理。不同投递类型需要完成不同的配置内容，具体如下：

设置列

投递管理

投递到 Kaf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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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递到 ElasticSearch

投递到 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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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配置

告警策略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39

本文指导您在轻联告警模块中如何创建、修改、启停、复制和删除告警策略。

告警策略针对支持的已发布的应用设置执行失败次数等指标的阈值告警，在发生异常时及时通知您采取措施。告警策略包括基本信息、告警规则、通知模板三个必要组

成部分。

1. 登录 轻联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告警配置 > 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配置页面。

3. 单击新建，新建告警策略，此处重点对告警规则进行说明：

4. 配置完以上信息后单击确定，即成功创建告警策略。

操作场景

基本概念

术语 定义

策略名称 策略名称用于命名告警策略。

告警类型 包括应用告警、集成流告警、API 服务告警、API 告警、环境告警。

描述 告警描述用于简单定义对应告警策略的作用，便于使用时进行区分。

告警级别 包括一般、重要、紧急。

告警对象 根据所选择的告警类型来选择不同的告警对象。

告警条件 是指标、判断逻辑、判断条件、统计周期和持续 N 个监控周期组成的一个有语义的条件。

通知模板 多个告警策略支持一键复用模板，适用于多种场景接收告警通知，详情请参见 新建告警通知模板 。

使用限制

功能 限制

告警对象 最多可添加3个。

告警条件 最多可添加4个。

操作步骤

新建告警策略

配置类型 配置项 说明

告警规则

告警对象

当选择不同告警类型，支持选择的告警对象不同。以集成流告警类型为例，告警对象需要先选择应用名称（单选），再

选择集成流名称（可单选、多选、全选）。   

选择发布环境（可多选），只有选中环境下的告警对象满足触发条件才会触发告警。     

告警条件

告警触发条件：指标、判断逻辑、判断条件、统计周期和持续 N 个周期组成的一个有语义的条件。您可以根据图表中

指标变化趋势设置告警阈值。例如，指标为应用触发次数/总次数、判断逻辑为> 、判断条件为10 、统计周期为1分钟 

、持续周期为3个周期。表示：每1分钟收集一次应用触发次数/总次数的数据，若某个应用的触发次数/总次数连续3次

大于10则触发告警。     

告警频率：您可以为您的每一条告警规则设置重复通知策略。即当告警产生时，您可以定义告警以特定的频率重复通

知。可选：5分钟、15分钟、30分钟...12小时等告警频率。   

配置告警通知 通知模板 告警通知，用户创建自定义通知模板，每个告警策略可绑定一个通知模板，详情请参见 通知模板 。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80370#n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8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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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 轻联控制台 > 告警策略  列表页。

2. 找到需要修改的告警策略，单击对应的策略名称。

3. 进入管理告警策略页，在对应的区域直接修改相关信息，单击确定即可保存。

您能够通过告警启停功能对告警策略进行启用/停用操作，方便您在不需要使用某项告警策略时，及时停用告警策略，避免冗余消息对您的打扰，当您需要恢复告警

时，也能一键快速启动告警策略。 

1. 登录 轻联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告警配置，再单击告警策略，进入管理页面。

3. 找到您需要操作的策略，在“告警启停”一列下，单击运行状态开关，即可启动或停止该策略的告警功能。

说明

指标解释，可参见 指标名词  说明。

修改告警策略

告警策略启停

复制告警策略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80363#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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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 轻联控制台 > 告警策略  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复制的告警策略，单击操作列的复制。

3. 在跳转页中修改所复制告警策略的相关信息，修改完后单击完成即可。

1. 进入 轻联控制台 > 告警策略  列表页。

2. 找到需要删除的告警策略，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在弹框中确认删除即可。

删除告警策略

说明

只有已禁用的策略才能被删除。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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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模板

通知模板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39

本文指导您在轻联告警模块中通知模板相关内容。

支持多个策略一键复用模板，减少用户重复配置用户通知。可以自定义配置用户通知方式。例如：可以配置告警接收渠道为站内信、邮件、短信、微信、企业微信。并

满足不同用户在不同通知时段生效。例如：A用户在白天接收告警通知；B用户在夜间接收告警通知。 

通知模板支持新建、编辑、删除操作。

1. 登录轻联控制台，进入告警配置 > 通知模板  页面。

2. 单击新建，在“新建通知模板”中填写基本信息。

3. 填写通知操作，参数说明如下：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查看通知模板：子账号需拥有数据连接器的项目读权限。

创建、编辑、删除通知模板：子账号需拥有数据连接器的项目写权限。

说明

详情可参见 访问权限  进行子账号授权。

使用限制

功能 限制

用户通知 最多可添加5项

接口回调 最多填写5个公网可访问的 URL

操作步骤

新建通知模板

模板名称：自定义模板名称。

用户通知

说明

系统管理员  和 项目管理员 ：下拉支持选择当前项目下的所有成员账号。

项目成员 ：只能选择该成员账号。

普通成员 ：只能选择该成员账号。

参数 说明

接收对象 选择接收用户（可多选）。

通知时段 定义接收告警的时间段。

通知周期 可按照天维度自定义通知周期，默认是每天通知。

接收渠道
支持站内信、邮箱、短信、微信、企业微信五种告警渠道。您还可以根据不同的用户维度，设置不同的告警接收渠道和通知时段，

详情请参见 告警接收渠道 。

接口回调

参数 说明

接口 URL 填写公网可访问到的 URL 作为回调接口地址，最多可填写5个告警回调地址。数据连接器将及时把告警信息推送到该地址（例

如：企业微信等）。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4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62757#.E8.85.BE.E8.AE.AF.E4.BA.91.E6.95.B0.E6.8D.AE.E8.BF.9E.E6.8E.A5.E5.99.A8.E8.A7.92.E8.89.B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62757#.E8.85.BE.E8.AE.AF.E4.BA.91.E6.95.B0.E6.8D.AE.E8.BF.9E.E6.8E.A5.E5.99.A8.E8.A7.92.E8.89.B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62757#.E8.85.BE.E8.AE.AF.E4.BA.91.E6.95.B0.E6.8D.AE.E8.BF.9E.E6.8E.A5.E5.99.A8.E8.A7.92.E8.89.B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62757#.E8.85.BE.E8.AE.AF.E4.BA.91.E6.95.B0.E6.8D.AE.E8.BF.9E.E6.8E.A5.E5.99.A8.E8.A7.92.E8.89.B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8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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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即可新建一个通知模板。

1. 登录轻联控制台，进入告警配置 > 通知模板  页面。

2. 找到需要修改的模板名称，单击名称进入编辑页面。

3. 进入编辑页面后，对需要修改的内容进行编辑，修改完后单击确定即可。

通知时段 定义接收告警的时间段。

说明：

回调地址保存成功后，当用户创建的告警策略被触发或被恢复均会通过接口回调推送告警消息。

当用户创建的告警策略被触发或恢复时，均会通过接口回调推送告警消息。接口回调也支持重复告警。

数据连接器告警配置的回调是通过 GET 方法调用回调地址，具体日志可通过您配置的服务地址的日志查看是否触发了回调。

修改通知模板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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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轻联控制台，进入告警配置 > 通知模板  页面。

2. 找到需要修改的模板名称，在其右侧的操作一栏中单击删除，在弹框中确认删除即可。

删除通知模板

说明

被告警策略引用的模板无法删除，请先在告警策略中解除引用再进行删除。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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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回调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0

通过接口回调，您的企业微信群或自建系统可以直接收到腾讯轻联监控的告警通知。接口回调具备将告警信息通过 GET 请求推送到可访问公网 URL 的功能，您可基

于接口回调推送的告警信息做进一步的处理。

1. 登录轻联控制台，进入告警配置 > 通知模板  页面。

2. 单击新建，进入新建通知模板。

3. 在新建通知模板页配置完基础信息后，在接口回调模块中填写公网可访问到的 URL 作为回调接口地址（例如 域名或 IP[:端口][/path] ），数据连接器将及时把告

警信息推送到该地址。

4. 进入 告警策略列表 ，单击需要绑定告警回调的策略名称，进入管理告警策略页，并在告警策略页单击通知模板。

5. 告警消息将会通过 GET 请求推送到可访问公网 URL 地址。 

操作场景

注意事项

当前告警回调没有认证机制，不支持 HTTP 认证。

当用户创建的告警策略被触发或恢复时，均会通过接口回调推送告警消息。接口回调也支持重复告警。

腾讯轻联监控回调 API 出方向 IP 为动态随机分配，无法将具体的 IP 信息提供给您，建议您在安全组上配置加全放通策略。

操作步骤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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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接收渠道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0

 腾讯轻联告警配置目前提供五种告警渠道，分别为：站内信、短信、邮件、微信、企业微信。

默认开启全部告警渠道，但开启所有告警渠道需在 访问管理控制台  填写验证接收人联系方式，包括手机、邮箱和绑定微信。

用户使用微信接收告警信息前需于腾讯云控制台发起绑定接收人微信操作。指引如下：

1. 登录 访问管理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用户 > 用户列表 ，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3. 找到需要配置接收微信通知的用户，单击用户名称进入用户详情页。

3.1 填写并验证邮箱，用于接收微信验证消息（邮箱已验证的用户可忽略此步骤），请参见 步骤1 。

3.2 开启微信渠道并验证微信，请参见 步骤2 。

1. 如下图单击邮箱右边的编辑按钮，填写您的邮箱并单击确定。

2. 登录您所填写的邮箱，在“腾讯云邮箱接收消息验证”邮件中，单击确认接收即可。

使用微信接收告警通知

配置微信告警渠道

步骤1：填写并验证邮箱

注意

此步骤用于接收微信验证消息，邮箱已验证的用户可忽略此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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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返回用户详情页，单击微信右侧的编辑按钮，并在弹框中单击确定。

2. 在用户详情中单击 更换中，使用接收告警信息的微信客户端进行扫码。按照提示关注腾讯云助手服务号，即可完成绑定接收人微信。

步骤2：开启微信渠道并验证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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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绑定成功如下图所示。

1. 进入 腾讯云数据连接器控制台 > 告警配置 > 通知模板 。

2. 单击新建，进入新建通知模板。

3. 在新建通知模板页配置完基础信息后，在告警接收渠道勾选微信。

启用微信告警渠道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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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 告警策略列表 ，单击需要绑定微信告警的策略名称，进入管理告警策略页，并在告警策略页绑定通知模板。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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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微信和邮箱渠道类似，用户使用短信接收告警信息前需于腾讯云控制台发起绑定接收人短信操作。指引如下：

1. 登录 访问管理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用户 > 用户列表 ，进入 用户列表  页面。

3. 找到需要配置接收短信通知的用户，单击用户名称进入用户详情页。

4. 填写并验证手机号码，用于接收短信验证消息。

使用短信接收告警通知

配置短信告警渠道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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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界面如下：

1. 进入 腾讯轻联控制台 > 告警配置 > 通知模板 。

2. 单击新建，进入新建通知模板。

3. 在新建通知模板页配置完基础信息后，在告警接收渠道勾选短信。

4. 进入 告警策略列表 ，单击需要绑定短信告警的策略名称，进入管理告警策略页，并在告警策略页绑定通知模板。

启用短信告警渠道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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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 用户列表  页面。

2. 找到需要配置接收邮箱通知的用户，单击用户名称进入用户详情页。

3. 如下图单击邮箱右边的编辑按钮，填写您的邮箱并单击确定。

使用邮箱接收告警通知

配置邮件告警渠道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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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用户详情页邮箱右侧，单击发送链接验证。

5. 登录您所填写的邮箱，在“腾讯云邮箱接收消息验证”邮件中，单击确认接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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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 腾讯轻联控制台 > 告警配置 > 通知模板 。

2. 单击新建，进入新建通知模板。

3. 在新建通知模板页配置完基础信息后，在告警接收渠道勾选邮件。

4. 进入 告警策略列表 ，单击需要绑定短信告警的策略名称，进入管理告警策略页，并在告警策略页绑定通知模板。

启用邮件告警渠道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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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 访问管理 ，单击左侧菜单栏的联合账号 > 企业微信 ，单击立即开通。 

2. 在企业微信授权页，企业微信管理员使用企业微信或微信扫码登录，选择可见范围用户后单击同意以上授权，并添加。 

3. 授权成功，被选的可见用户在企业微信上会接收到成功安装腾讯云助手的消息。

1. 单击左侧菜单栏用户>用户列表，单击新建用户。 

2. 在新建用户页面，单击企业微信导入。 

3. 选择企业名称，勾选用户，单击下一步，完成页面验证，企业微信子用户添加成功。

1. 进入 腾讯轻联控制台 > 告警配置 > 通知模板 。

2. 单击新建，进入新建通知模板。

3. 在新建通知模板页配置完基础信息后，在告警接收渠道勾选企业微信。

使用企业微信接收告警通知

配置企业微信告警渠道

步骤1：开通企业微信子用户管理

注意

非企业微信子用户或企业微信子用户但不在腾讯云助手可见范围内的用户无法通过企业微信接收消息。 

步骤2：创建企业微信子用户

启用企业微信告警渠道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overview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qywx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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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 告警策略列表 ，单击需要绑定短信告警的策略名称，进入管理告警策略页，并在告警策略页绑定通知模板。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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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历史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0

腾讯轻联告警配置提供查看告警历史功能，以便您回溯和查看近一个月的告警历史记录。

1. 登录腾讯轻联控制台，进入告警配置 > 告警历史  页面。

2. （可选）单击左上角的“时间筛选”，筛选需要查看告警历史的时间范围。

支持近5分钟、近15分钟、近30分钟、近1小时、近6小时、近1天、昨天、近7天、近30天快速筛选，您也可以自定义时间范围。最多可查看近30天的告警历史。

3. （可选）还可以根据 告警状态 、告警策略、告警类型、告警级别、告警对象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告警历史记录。

您成功筛选告警历史信息后，在列表中单击重置即可恢复到默认展示页面。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查看告警历史

重置筛选条件

告警状态

告警状态 说明

持续中 被触发且还没有恢复的告警。

已恢复  已经恢复正常状态的告警。

已失效 当告警策略被删除或被禁用时，对应告警历史失效。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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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工具

连接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0

连接配置集中展示当前账号下所有已授权应用账号的配置信息，同一应用可以添加多个连接配置，同一项目下的集成应用可以选择对应配置使用，也包含快速添加和修

改操作，已使用的应用也会同步更新配置内容。

登录 轻联控制台 ，选择集成工具 > 连接配置 ，选择对应项目名称后单击创建连接配置进入连接配置添加界面。 

按照页面提示填写完成后单击下一步，进入授权/配置界面，不同的连接器对应第三方应用授权所需信息不同，请跟进第三方获取密钥或账密文档后再填写。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添加连接配置

步骤1：基本信息

步骤2：授权和配置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connec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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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连接支持测试功能，填写后可先通过测试连接验证连接配置正常配置完成，若测试成功则配置完成可正常使用。若测试失败，需要进一步核实信息填写是否有误。

针对已存在的连接配置提供修改功能，但需要注意如下两点：

步骤3：测试连接

修改连接配置

注意

修改连接器配置，会影响到关联的集成应用。

若要修改连接配置生效，则需要对关联的集成应用任务进行重启，否则会导致运行中的集成应用任务运行异常，且重启会导致运行中集成应用任务的瞬时

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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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理有分组概念，适用于不同环境不同账号的使用场景，切换分组可以快速切换到不同的配置进行连接。例如：正式环境使用分组一的配置，测试环境使用分组二

的配置。

分组：同一个连接配置可在不同的分组中存在，不同分组的连接配置可以不同，便于快速切换，默认分组不可删除。  

可新建多个分组，每个分组对同个连接配置，配置不同的授权账号，对应不同的业务环境。

在发布应用时，可选择不同的连接配置分组发布，方便用户一键切换对应环境所需要的连接配置。

连接配置分组

步骤1：添加分组

步骤2：切换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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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网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0

安全网关是为实现腾讯轻联与用户内网服务集成互通而创新设计的代理系统，主要应用场景为用户内网服务不提供公网访问，而又希望通过腾讯轻联（公有云部署）来

完成与内网服务的集成。

安全网关由 Server 和 Agent 构成：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系统是否已安装 OpenSSL：

执行命令如果能正常输出 OpenSSL 版本信息，说明系统已安装 OpenSSL，则可跳过下文步骤2：OpenSSL，否则请参考下文步骤安装 OpenSSL。

MAC、Linux、Windows 系统安装 OpenSSL 方式不同，详细安装步骤如下：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OpenSSL：

1. 执行以下命令生成私钥。

2. 执行以下命令，以上述私钥为基础生成公钥。当前目录下生成的 public.pem 即为公钥。

3. 生成新的私钥时，需替换 ipaas-private-cloud-agent/configs/secret  目录下的 private.pem 文件。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选择安全网关。

2. 单击创建安全网关，当“公钥配置”选择手动配置时，请参见 生成公私钥  按步骤上传公钥。

简介

Server 部署在腾讯轻联系统内网，用户无需关注。

Agent 部署在用户内网，允许根据地域或服务划分部署多个 Agent，通过安全网关转发来实现腾讯轻联与用户内网服务的数据交互。

生成公私钥

注意

新建安全网关时，当“公钥配置”选择手动配置时，才需要手动完成下列配置步骤。如果选择系统生成则忽略下列配置。

步骤1：检查 OpenSSL 版本

openssl version

步骤2：安装 OpenSSL

Mac 系统 Linux 系统 Windows 系统

brew install openssl

步骤3：生成及更新公私钥

openssl genrsa -out private.pem 1024

注意

请将生成的私钥放置在 ipaas-private-cloud-agent/configs/secret  目录下。

openssl rsa -in private.pem -RSAPublicKey_out -out public.pem

配置启动 Agent

步骤1：下载 Agent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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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Agent IP 访问控制白名单（可选）和内网服务，单击保存并确认。

4. 在安全网关列表中或创建步骤第二步，单击下载 Agent 按钮完成 Agent下载。

修改 Agent 文件夹 ipaas-private-cloud-agent/configs  目录下的 logger_config.yaml 文件，可以按需修改网关日志级别和日志备份策略等，

logger_config.yaml 中各参数含义在文件中已做详细说明，本文不再介绍。

打开终端（Windows 系统需用管理员身份打开），通过 cd 命令进入 Agent 文件夹 ipaas-private-cloud-agent  所在路径。并根据不同操作系统执行下方对应命

令。

最后终端会提示 Do you want to run as a background daemon [Y/N]？  如果填“N”，当在终端和 agent.zlog 日志文件中都看到“tunnel create 

successful”字样时，表示 Agent 已成功启用；如果填“Y”，当在 agent.zlog 日志文件中看到“tunnel create successful”字样时，表示 Agent 已成功

启用。（agent.zlog 文件在 ./ipaas-private-cloud-agent/log  目录下）。

执行以下命令启用 Agent：

各操作系统执行禁用 Agent 命令如下：

执行以下命令可禁用 Agent：

没有文件执行权限。如果是 Mac 系统，需先执行 chmod 777 INSTALL_HOME/scripts/mac/start.sh  （其中 INSTALL_HOME 代表 Agent 文件夹所在路

径）。

需要用下载的 private.pem 私钥，去替换 INSTALL_HOME/configs/secret  中的私钥（其中 INSTALL_HOME 代表 Agent 文件夹所在路径）。

需执行 sudo spctl --master-disable  进行验证。

Agent 解压后目录结构如下：

bin 目录中包含 Agent 的可执行程序，按照不同的操作系统放在子目录 Linux、Windows、Mac 下。

configs 目录中包含 Agent 运行过程中所必须的配置，configs 目录介绍：

client 中存放 Agent tls 通信所必须的密钥等配置，与 Server 对应，此目录下文件不可删除，不可修改。

secret 目录下存放 Agent 连接 Server 时的私钥，私钥如何生成请参见 生成公私钥 。

config.yaml 文件中包含 Agent 运行过程中必须依赖的配置。

logger_config.yaml 文件中包含 Agent 运行过程中的日志配置，可修改日志级别及日志备份策略。

log 中存放 Agent 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日志。

scripts 目录存放 Agent 启动/停止脚本（ start.sh/stop.sh ）。

步骤2：Agent 日志配置（可选）

步骤3：启用 Agent

Mac 系统 Linux 系统 Windows 系统

sudo sh ./ipaas-private-cloud-agent/scripts/mac/start.sh

禁用 Agent 命令

Mac系统 Linux系统 Windows系统

sudo sh ./ipaas-private-cloud-agent/scripts/mac/stop.sh

常见问题

执行 Agent 启动命令后显示“permission denied”？

执行 Agent 启动命令后显示“authHandShake failed”？

Mac 系统执行 Agent 启动命令后，提示无法打开 Agent 文件夹，因为无法验证开发者？

执行 Agent 启动命令后显示“ip:xxx not in whit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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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新建安全网关时，将网络出口 IP 白名单配置进去。

通用存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0

使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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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轻联提供丰富的状态管理方案。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单击左侧工具栏集成工具 > 通用存储，进入“通用存储”功能，即可管理项目中使用到的存储结构和数

据。

“通用存储”主页面为存储管理页面。该页面下可以新建存储，同时查看当前已创建的所有存储列表，包括存储名、存储类型以及针对不同类型的存储可以执行的操

作。

新增存储功能可以帮助您快速创建一个全新的存储类型。只需进行简单的配置即可完成创建工作、需要创建的存储名称以及对应的存储类型。

用户可以使用该功能进行表结构的维护，包括列信息、索引信息、关系配置。

通用存储管理

新增存储

存储名称：请输入25位以内的英文字母或_。

存储类型：表结构、哈希结构、列表和字符串四种类型。

表结构

编辑结构

列信息：表结构的列信息配置支持新增、修改和删除数据表中的列配置，可以快速完成结构编排。当前支持用户编辑列名称、列中数据的类型（支持 String、

bool、int、float、decimal、datetime、date 和 time）、值长度（当类型为 string 时）、精度值和小数位（当类型为 decimal 时）、是否为主键以及是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state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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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支持自动编号（仅当该列为主键时）。

索引配置：索引配置用法同 MySQL 的 index 配置，用户可以通过此标签页建立索引，提高 MySQL 的检索速度。当前支持新建、删除索引、配置索引名称、配

置索引类型（当前支持 index和 unique 两种类型，具体区别请参见 DOCUMENTATION ）、配置索引所在列（在已维护的列信息列表中选择）。 

关系配置：腾讯轻联通用存储同时还支持用户配置外键信息。通过给外键命名、配置外键所在列、选择外键所对应的来源表和来源列信息即可完成配置。如果需要

进行外键事件触发配置，则可以通过配置 on delete 和 on update 选项，请参见 DOCUMENTATION 。 

更多操作

清空表结构：“清空”操作允许用户清除当前表结构中的所有数据内容。

注意

清空动作是高危操作，该操作将会清空本存储内的所有数据，且无法恢复，请谨慎使用。

https://dev.mysql.com/doc/refman/8.0/en/create-index.html
https://dev.mysql.com/doc/refman/8.0/en/creat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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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创建应用，并在流中加入 table 组件节点。 

复制同结构表：通过“复制同结构表”功能可以基于现有的数据表结构快速创建一个新的数据表，方便用户进行数据结构的迁移和备份。

删除：“删除”操作可以删除本条存储记录。同样的，此操作被视为高危操作，会对线上数据造成影响，请确认后再进行。

使用示例：通过集成应用向 table 插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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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处构建数据集如下：包含name、age、id三个字段。 

    

 模拟数据输入如下： 

1.3 配置 table 组件，填写想要添加的表名和表结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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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建表结构。

1.5 完善集成应用的其他配置，发布并运行此应用以写入数据。

1.6 打开通用存储功能，观察到数据表结构已经成功生成。

1.7 单击此存储名，可以查看通过集成应用写入的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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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hash）是根据关键码值（Key value）而直接进行访问的数据结构。它通过把关键码值映射到表中一个位置来访问记录，以加快查找的速度。腾讯轻联允许用

户创建，哈希表结构：内容为 key-value 格式的数据。

也可称为数组，是有序的元素序列，格式为一组拥有 ID 的数据信息。数组是用于储存多个相同类型数据的集合。

字符串（String）是由数字、字母、下划线组成的一串字符。腾讯轻联通过通用存储功能，可以创建和使用字符串，帮助用户完成快速的复用，简化操作。

哈希结构

列表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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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变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0

全局变量是一种项目层级内可复用，且支持修改后热更新到关联应用的变量，在编排集成流时在相关连接器/组件中通过面板点选即可使用。全局变量分为系统变量和

自定义变量，其中系统变量包括项目名称、应用名称、环境名称；自定义变量支持用户自定义，上限20个。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集成 > 全局变量。 

自定义新建的变量保存在此列表中，上限为20个。 

简介

全局变量配置入口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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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变量支持四种类型：string、float、int、bool。 

全局变量和连接配置的分组是互通的。不同分组下的全局变量的变量值可以不同，适用于不同生产环境下发布应用时使用不同分组的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分组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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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集成流时在相关连接器或组件中通过面板点选即可使用。



腾讯轻联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67 共260页

连接器

连接器市场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0

连接器市场页面集中展示腾讯轻联平台对外开箱即用的全部连接器资源，且部分连接器支持自定义编辑，用户可根据业务需要进行对已有字段或者操作进行新增或删

除。目前连接器按照场景和行业做了基础划分，方便客户尽快筛选符合业务场景的连接器，且支持按照字段检索。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价连接器 > 连接器市场，连接器有卡片或列表两种展示方式，默认是卡片形式展示。

操作场景

场景：协同办公、人事管理、ERP、客户关系、营销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生产供应链、云通信、工具软件、安全数据服务。

行业：电商、教育、文旅、工业、金融、政企、泛互、医疗。

更多操作

连接器市场概览页

卡片展示 列表展示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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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连接器前的☆即可收藏此连接器，下次可通过筛选 > 仅显示我的收藏，快速找到此连接器。 

收藏连接器

查看连接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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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连接器名称，进入连接器详情页，可查看连接器的简介、版本、更新日志、连接器文档等信息。

并支持已此连接器为点解快速添加应用，单击快速添加应用，会跳转至集成应用开发界面方便客户进行集成流开发。

部分连接器不支持编辑仅展示查看操作，对于可编辑的连接器， 单击编辑可以编辑此连接器。可进行重命名、修改连接器属性、增加或删除操作等操作，详情请

参考 连接器开发 。 

编辑连接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6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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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筛选图标，支持筛通过场景、行业来筛选连接器。

单击仅显示我的收藏可筛选已被收藏的连接器。

筛选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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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按照名称搜索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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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开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0

腾讯轻联设有连接器开发模块，支持用户按需自建连接器，连接器开发页面集中展示了当前账号下所有的自定义连接器，您可以浏览所有由您（主账号及子账号）创

建、编辑、发布的连接器及其状态，便于管理和操作。

不同的连接器状态，对应“操作”下展示的功能是有区别的，具体如下：

当平台预提供的连接器不满足您的业务需求时，您可以在开发者中心添加新的连接器或者修改已有的连接器来方便您后续业务的使用。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

2. 单击添加连接器。

3. 根据页面提示，配置信息后，单击确认进入编辑连接器界面进行配置。

操作场景

状态 功能

已发布 允许用户进行查看、分享、编辑和删除

编辑中 允许用户分享、发布、编辑和删除

审核中 允许用户撤销、查看

已拒绝 允许用户编辑、删除

预发布 允许用户发布、编辑和删除

操作步骤

步骤1：添加连接器

步骤2：配置连接器

在配置连接器界面，您可以对连接器的基本信息、连接器属性、操作、触发器、自定义数据类型进行配置。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具体的配置说明。

基本信息 连接器属性 操作 触发器 自定义数据类型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connector-dev?lastType=myConn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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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信息界面，您可以添加连接器的描述信息、上传连接器图标（不上传则使用默认图标 ），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在编辑连接器 页面，单击编辑连接器右上角的预发布，可以发布连接器到测试环境。需要注意的是，SaaS 类型的连接器将直接进入预发布流程，但是如果是自建类

型的连接器，您需要填写版本号之后才可以预发布成功，且版本号也方便您后续连接器功能更新对应不同的版本迭代。

预发布之后的连接器可以在所有非正式环境的流中使用，同时允许用户对此连接器进行应用测试和单元测试，直到您觉得此连接器已经满足了所有的发布条件。在进行 

步骤3：预发布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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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操作。 

只有预发布成功的连接器才可以进行测试用例的配置，如果该连接器没有通过测试，则不能进行发布。测试连接器详细可参见 应用配置 - 测试用例 。 

连接器文档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将会根据连接器的配置自动生成。您需要手动配置的内容如下，此类信息可以方便发布后其他用户进一步了解如何使用此连接器。  

步骤4：测试连接器

步骤5：编辑文档

连接器操作/触发器是否配置返回值及返回信息

异常信息

连接器补充信息（例如官网链接和 API 文档地址等）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6471#.E6.B5.8B.E8.AF.95.E7.94.A8.E4.B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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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连接器界面单击发布或者在编辑连接器界面单击发布连接器，系统将进入连接器完成度校验，并且向您提供此次连接器发布审核的校验报告。如果存在错误，请

参考提示文字并完善对应的配置内容，否则此连接器无法被发布；同时我们会帮助您标注出一些警告信息，警告信息并不会妨碍您连接器的正常发布，但是可能会对此

连接器的使用造成一定的影响，建议您酌情修复。

当一切准备妥当并且系统的自动完成度校验没有检测到问题的时候，您便可以提交此连接器进入人工审核的流程中。我们的工程师将会尽快审核您的变更申请，并且第

一时间将审核结果反馈给您。您可以随时回到当前页面查看审核进度和结果，如果连接器审核通过，您将可以在连接器开放平台中看到它。若您还需要进一步修改，也

步骤6：发布/撤销

在发布连接器之前，请确保连接器配置信息均已经完备和准确无误，一旦进入审核流程，您将无法直接修改此连接器的配置信息，直到审核流程结束或者您手动撤销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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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撤销发布。

在我的连接器中添加的连接器，默认只能创建者和主账号能进行编辑。当有需要其它同事协作来完成连接器开发的情况下，可使用分享功能分享给主账号下的其它子账

号，分享给其它子账号的成员将可对此连接器进行编辑。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

2. 在连接器开发页面，单击操作列的分享。

3. 在分享弹框中，单击添加用户，选择当前主账号下的其他成员，单击确定即可。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2. 在连接器开发页面，单击操作列的编辑，前往编辑连接器界面。

相关操作

分享连接器

编辑连接器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connector-dev?lastType=myConnectors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connector-dev?lastType=myConn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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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体的编辑内容请参见 配置连接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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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流模板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1

集成流模板集中展示主流连接器常用模板，用户可根据业务所需，找到要连接的应用系统，并搜索相关模板快速搭建自动化流程。

场景：人事、营销、行政、运营（更多场景接入中）。

1. 登录 轻联控制台 ，选择连接器 > 集成流模板，进入模板首页。

1. 模板组成：使用场景+所关联的连接器。

2. 搜索所需模板，支持：

3. 根据所选模板创建流程。

鼠标 hover 到创建流程上，文字高亮后单击前往。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通过搜索连接器名称，快速找到相关模板。

根据场景类型筛选模板。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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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成流模板内根据客户自己需求，绑定连接器账号，更改模板内到逻辑即可。

集成流相关操作可参见集成开发 > 集成应用 > 应用配置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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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

成员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1

腾讯轻联是采用 CAM 的账号系统并结合腾讯轻联的单独权限进行权限控制。 

腾讯轻联会自动拉取当前主账号下的所有子账号进入成员列表，若要添加/删除成员，需要通过腾讯轻联控制台调整到 CAM 控制台进行操作。主账号成为系统管理

员，系统管理员拥有腾讯轻联的最高权限，可设置子账号成为系统管理员或撤销子账号的系统管理员权限。详细请参考 项目管理 - 成员管理 。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 > 成员管理。

2. 在成员管理页面，单击添加成员/删除。 

3. 在确认弹框中单击确认前往，跳转至 CAM 用户列表界面进行操作。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 > 成员管理。

2. 在成员管理页面，单击操作列的设置为/解除系统管理员。主账号默认为系统管理员不可解除。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添加/删除成员

设置/解除系统管理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6460#.E6.88.90.E5.91.98.E7.AE.A1.E7.90.86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permission/member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permission/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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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 > 成员管理。

2. 在成员管理页面，单击目标成员名称，即可查看成员详情。

成员详情包括基本信息、授权信息，具体如下：

查看成员详情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permission/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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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1

集成需求可以通过创建集成应用进行实施，集成应用中可创建多个集成应用，每个集成应用对应一个集成场景。

添加集成应用后，可以查看项目详情、修改项目名称、删除项目。

已添加 集成应用 。

您可以从项目维度管理集成应用，便于区分业务场景和权限划分。项目支持查看详情、修改名称和删除操作。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管理中心 > 项目管理。

2. 在项目管理页面，单击添加项目。若提示无权限创建项目，可参见 访问管理示例  分配合理权限。

3. 填写项目名称和描述，单击确定完成添加。

当某项目不再使用时，您可以停止项目内应用运行后，再删除项目。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管理中心 > 项目管理。

2. 在项目管理页面，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并在确认弹框中单击确认删除。

操作场景

项目名称：通过列表展示当前用户有权限的所有项目的名称。

默认项目：所有成员默认有默认项目的权限。不支持添加或删除成员，也不支持删除项目，且不支持修改项目名称。

项目管理员：最多显示三个项目管理员。

描述：用户可以输入文字简单描述项目的内容，方面后续成员进一步区分理解对应项目的内容。

项目成员：当前项目包含的成员数量。

创建时间：项目首次创建的时间。

操作：添加成员、修改项目名称、删除项目。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添加项目

删除项目

注意

 当项目中存在运行中的应用时，无法删除。且项目删除后数据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5473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permission/projec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62696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permission/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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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管理中心 > 项目管理。

2. 在项目管理页面，单击目标项目名称，进入项目详情页。

项目详情页包含了对应项目下项目集成应用、连接配置、安全网关和自定义错误的列表信息，您可以单击对应名称快速进入编辑页面。

支持进行项目成员管理，可以添加或删除协同开发、运维、发布此项目的成员。可添加或删除的成员列表来源于成员管理。

系统管理员、项目管理员可以可以添加删除项目中的普通成员，也可以赋予或取消普通成员的项目管理员权限，也可以修改普通用户对该项目下集成应用的只读、编

辑、编辑并发布的操作权限。

平台默认创建一个默认项目，平台所有成员都具有默认项目的权限。默认项目不支持添加或删除成员，所以默认项目无项目成员管理栏。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管理中心 > 项目管理 > 成员管理。 

查看项目

成员管理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permission/project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permission/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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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成员

只能添加 CAM 中已有子用户的成员。详细请参见 成员管理 。 

3. 设置成员权限

设置成员对应项目内应用，只读、编辑或编辑并发布的权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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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删除成员

删除成员后此用户不再拥有此项目的相应权限。

注意：

系统管理员无法删除，需要先解除系统管理员角色再进行成员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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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为已有项目设置项目管理员，选择项目成员并将其设置为项目管理员后，此成员将拥有对应项目的最高权限，只有项目成员才能设置成为项目管理员。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管理中心 > 项目管理 > 设置管理员。设置成功后，项目管理员处会展示对应成员的名称。 

支持修改项目，可对已存在的项目的项目名称及描述进行修改。

设置管理员

修改项目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permission/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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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1

环境管理向用户提供一个便捷的环境和运行时环境查看、管理的路径，您可以一站式的查看部署环境的配置、使用情况以及运维信息。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 > 环境管理。

2. 环境列表页面展示各个环境的基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环境管理页面

环境名称：展示当前用户有权限的所有集群的名称。 

状态：展示每个环境的瞬时状态，此处的展示会随着环境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目前暂不支持控制台操作创建、删除和扩容等操作，目前平台支持以下几种集群

状态（后端执行对应操作，前端展示状态会更新），其中不同状态环境的可用性是有区别的：

环境状态 可用性

创建中 不支持发布

运行中 支持发布

扩展中 支持发布

删除中 不支持发布

不可用 不支持发布

创建失败 不支持发布

已停服 不支持发布

区域-环境类型：展示独立及共享环境的环境列表。当前平台支持两种不同的环境类型，不同的环境类型描述了不同环境的部署特点和资源能力。

共享环境：所有用户共享的高可用的腾讯云数据连接器的运行环境，可用于快速发布应用。

独立环境：基于数据和资源的安全性考虑，腾讯轻联也提供资源和数据隔离性更强的部署模式，即独立环境。用户可以独占腾讯轻联的运行环境，达到计

算资源和数据的隔离，能够以较低成本，快速提升隔离级别。目前独立环境的已开放创建，需要使用该服务可以单击购买环境进行购买。

环境套餐：企业版（企业版独立环境才显示此字段）。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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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 > 环境管理，单击购买企业版。 

2. 进入配置选型界面，根据业务的需求选择对应的环境配置即可。若担心过高的配置造成资源浪费，可先选择基础环境配置，后续变更配置即可。更多购买相关内容

可参见 购买指南 。 

到期时间：对应环境使用的到期时间。

资源：CPU、内存、网络带宽的资源只有企业版环境显示购买时或升级后的配置信息，共享环境不展示。

资源概览：展示企业版环境的实际资源使用情况，共享环境不展示。

操作：目前支持应用管理、运行概况及配置信息等操作。

环境管理相关操作

购买环境

说明

此购买的独立环境仅用于应用集成，不可用于 API 管理。

购买后会有1-3分钟的创建中状态，请耐心等待。

共享环境适用于新用户测试产品的基本功能，而独立环境（企业版）更适合作为线上业务的部署环境。

独立环境基于数据和资源的安全性考虑，提供了资源和数据隔离性更强的部署模式。用户可以独占腾讯轻联的运行环境，达到计算资源和数据的隔离，能够以较低

成本，快速提升隔离级别。适合作为线上业务的部署环境。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env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4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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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环境管理”中对购买的企业版环境进行续费和升配。

登录到 环境管理 ，单击升配。 

单击升配后，跳转至调整配置页面，选择对应要调整的目标配置即可。

续费和升配

升配

说明

 已停服的环境需先续费再升配。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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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到 环境管理 ，单击续费。 

说明：

升级配置费用：按照使用时长及新配置单价补差价。

续费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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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续费的时长即可。

单击对应环境详情，可查看环境详情，包括：概况、应用管理、配置详情（独立环境展示）等信息。

在环境详情页的概况页签，对环境名称、状态、区域-环境类型、运行中集成应用数等相关信息做了集中展示，但共享环境和独立环境所展示的字段略有不同。如

下图（红框标注为企业版环境特有展示字段，试用版环境不展示）：

查看环境详情

概况 应用管理 配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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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环境：共享环境（试用版）的概况会展示该环境的基本信息、运行区域、运行状态等信息，同时会展示该环境中运行中的集成应用数以及运行中的集成流

数。

独立环境：独立环境（企业版）的概况与测试环境类似，但是除了展示该环境的基本信息、运行区域、运行状态等信息，同时会展示该环境中运行中的集成应

用数以及运行中的集成流数之外，还会展示当前环境的使用、运行状况（如CPU内存等的使用情况）。



腾讯轻联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94 共260页

审计日志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1

审计日志支持查看一段时间内的历史操作事件，包括基本信息、操作信息和事件详情，通常可用于合规审计、项目变更溯源和安全分析等使用场景。

控制台默认展示近1天的审计日志，用户可设置筛选项来查看对应审计日志。

1.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管理中心>审计日志。

2. 设置日志筛选项。筛选项包括：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步骤1：查询审计日志

说明

目前控制台支持检索近一个月的审计日志。若有检索更早期日志的需求，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

字段 说明

操作时间
支持按操作时间进行搜索，预定义近5分钟、近15分钟、近1小时、近6小时、近1天、近3天、近7天、近30天、今天、昨天、前

天、本周、上周，以及自定义时间区间的设置。

用户名称 支持按用户名称以及账号 ID 进行搜索，可用于查看指定用户的审计日志。

项目名称 支持按项目名称进行搜索，可用于查看属于指定项目的审计日志。

操作模块
支持按操作模块进行搜索，包括集成应用、连接管理、安全网关、运行监控、通用存储、集成资源、项目管理、API 管理、API 用

户中心等功能模块。

操作类型 支持按操作类型进行搜索，包括新建、编辑、删除、发布、停止、登录、注销。

操作结果 支持按操作结果进行搜索，包括成功、失败。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auditlo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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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日志。显示对应筛选条件的审计日志，按就近原则进行排序。日志列表内容包括：

4. 重置日志筛选项。

当前筛选查询完毕后，可通过单击重置快速恢复默认展示。

自定义搜索框 支持按用户输入的操作事件关键词进行搜索，通常用于异常追溯场景。

字段 说明

操作时间 操作事件发生的时间。

用户名称 操作事件对应的执行者用户名称以及账号ID。

操作结果 操作事件是否执行完成。若失败，则代表该操作未执行完成，支持查看错误信息。

项目名称 操作事件所属的项目。

操作模块 操作事件对应的功能模块。

操作类型 操作事件对应的抽象操作类型。

操作事件 操作事件的内容摘要。

操作 查看详情。支持查看基本信息、操作信息和事件详情（见 步骤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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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关心或存疑的审计日志，用户可单击对应审计日志的查看详情以查看详细信息。除列表页面信息外，还额外展示以下信息：

平台提供下载日志的功能。支持将当前列表的审计日志导出为 .xlsx 或 .csv 文件，以便后续进一步分析或整理。详细字段可参见 日志列表 。 

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审计日志，单击下载日志按钮后选择导出为 .xlsx 或 .csv 文件即可。 

步骤2：查看日志详情

类型 字段 说明

基本信息
事件 ID 每条审计日志的唯一标识。

源 IP 地址 操作事件对应用户的源 IP 地址。

操作信息 错误信息 当操作结果为失败时，会显示对应错误信息

时间详情 时间详情
显示当前操作事件对应的请求参数。例如：操作事件为“新建 API 服务{我是 API 服务名称}”，则此处会记录 API 服务

名称、协议、描述、标签、版本等信息。

步骤3：下载日志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ip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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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ay 表达式

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1

Dataway 是腾讯轻联中用于对流运行数据进行自定义转换与处理的脚本引擎，集成在数据连接器服务中，是提供数据连接器可扩展性的关键能力。

腾讯轻联的许多内置组件和连接器中都提供了基于 Dataway 脚本的自定义能力，可以用于对轻联事件进行动态处理。例如：

您可以在轻联内置组件配置中直接使用 Dataway 表达式。

在“配置变量”组件中，可以通过 Dataway 脚本来动态地设置变量的值。

在"数据转换"组件中，可以充分利用 DataWay 的灵活语法进行复杂的数据处理与运算，以最终生成期望的产出结果，用于下游组件的处理。

如果您需要直接开始使用 Dataway 表达式，请参见 Dataway 快速入门 。

如果已经有轻联开发经验，要了解更多关于 Dataway 特性，请参见 Dataway 语言基础概念 ：

文本  模式流转数据

表达式  模式处理简单数据

代码模式 Python  / 代码模式 Java  处理复杂数据

如果您想在场景案例中体验 Dataway，请参见 场景案例  

如果您有其他问题，请参见 Dataway 常见问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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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1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 Dataway 脚本来辅助进行集成流设计。

1. 已有腾讯云账号可直接登录 腾讯轻联控制台 ，暂无账号请先注册账号。

2. 登录成功后，新建一个应用并创建一条集成流。

以一个简单的字符串连接为示例，使用步骤如下：

1. 在数据连接器的 应用集成  页面，单击新建应用，新建一个 配置 Payload 组件。

2. 在右侧自动弹出组件配置。其中，“值”配置项需要 Dataway 表达式填写。 

操作场景

前期准备

使用 Dataway 表达式（以代码模式 Python 脚本为例）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login
https://ipaas.cloud.tencent.com/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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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鼠标移至“值”配置项的编辑文本框，弹出模式选择按钮，单击代码，进入代码输入模式。

  

4. 单击编辑文本框，弹出代码编辑器，输入 Dataway 脚本。输入时会实时进行语法检查，若出错则会有对应提示。

5. 验证 Dataway 运行结果：在通过语法检查并单击确定保存表达式之前，可以对 Dataway 脚本的正确性进行验证。

def dw_process msg

 return 'Hello' + 'World'

( ):

完整的 DataWay 代码模式下的 Python 脚本需符合语法定义的 Python3 代码段，其中包含入口函数定义 def dw_process(msg)。

DataWay 基于 Python3 语法进行实现，同时内置了多个第三方模块，如 time、json、math等，使用时直接引用模块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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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框右上角单击 Debug，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开始测试。 

测试结束后， Dataway 代码编辑框的下方会有输出结果的展示，可以看到 Dataway 脚本的运行结果为 HelloWorld ，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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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以切换到日志项，查看 print 的输出结果。 

6. 单击确定，完成 Dataway 脚本的保存。

对于简单表达式输入，用户可以使用表达式模式。

1. 当鼠标移至“值”配置项的编辑文本框，弹出模式选择按钮时，单击表达式，进入表达式模式。

2. 单击编辑文本框，即可填写 Dataway 表达式。 

对于字面量数据的创建或 集成流数据引用  等简单输入，用户可以使用文本模式。

以生成时间数据为示例，使用步骤如下：

1. 当鼠标移至“值”配置项的编辑文本框，弹出模式选择按钮时，单击文本，进入文本模式。

2. 单击左侧类型选择下拉菜单，菜单展开后，找到并单击 datetime。 

表达式模式

文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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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编辑文本框，弹出时间设定交互界面，在此界面上设定时间信息。

4. 设定完成后，单击确定完成输入。

除了 Python 语法，Dataway 提供对 Java 语法的支持，用户可以使用代码模式输入 Java 脚本。

1. 鼠标移至“值”配置项的编辑文本框，弹出模式选择按钮，单击代码，进入代码输入模式。

代码模式 Java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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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编辑文本框，进入代码编辑交互界面，然后单击 Java，开始 Java 脚本编辑。

3. 单击确定，完成 Dataway 脚本的保存。

集成流数据面板和引用

Dataway 支持可视化引用集成流的上下文数据，打通组件间的数据流转捷径，提升用户体验。所有模式均支持集成流数据面板的数据引用功能，包括 文本模式 、 表

达式模式 、 代码模式 Python  和 代码模式 Java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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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Dataway 输入文本框时自动弹出集成流数据面板。单击面板中的数据按钮，即可引用相应数据，并以数据标签的形式显示在文本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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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指南

Dataway 语言基础概念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30:41

Dataway 是腾讯轻联中用于对数据进行自定义转换与处理的脚本引擎，使用 Dataway 可以编写和执行强大而复杂的数据转换脚本，以下简要介绍 Dataway 的核

心概念和功能。

Dataway 提供文本模式、表达式模式和代码模式三套脚本工具集，支持各具特色的语义和语法，以应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数据需求。Dataway 编辑文本框同时支持

三套工具集（部分组件因功能设计禁用了特定工具集），用户可根据应用需求和自身喜好，自由选用其中一套工具集输入脚本。

集成流数据面板同时嵌入三种模式，提供集成流上下文数据引用功能。用户通过可视化点选的方式，快速引用前置组件的数据。

Dataway 工具箱

模式 作用 说明

文本模式 用于数据流转，提供数据创建和传递功能。
用户跟随可视化交互界面的指引生成所需数据或引用集成流上下文数

据。

表达式模式 用于简单数据转换和处理，提供轻量脚本执行功能。 用户通过填写表达式获取所需数据。

代码模式
用于复杂数据转换和处理，提供复杂脚本执行、格式化和调试等功

能。

用户通过编写完整脚本获取所需数据。目前支持 Python3 脚本和 

Java JDK8 脚本。

Dataway 类型系统

 Dataway 核心类型如下，可作为 Dataway 脚本的输出结果在组件间传递：

类型名 中文名 描述

是否 

Dataway 特
有类型

举例

None 空值 空值类型 否 Python: None / Java: null

string 字符串 字符串类型 否 "abc"

bytes
字节数

组
字节数组类型 否

Python: b"abc" / Java: 

"abc".getBytes()

bool 布尔值 布尔类型 否
Python: True/False / Java: 

true/false

float 浮点数 浮点类型 否 123.456

int/Long 整数 整型 否 Python: 123 / Java: 123L

list 列表 序列类型容器 否
Python: [1,2,3] / Java: new 

java.util.ArrayList<>()

dict/Map 字典 键值类型容器 否
Python: {1:1, 'key': 'value'} / Java: 

new java.util.HashMap<>()

decimal 十进制 用于精确十进制数值计算 否

Python: decimal.Decimal(1) / 

Java: new 

java.math.BigDecimal("1")

datetime 时刻 时刻，包括日期和时钟 否

Python: datetime.datetime.now() 

/ Java: 
java.time.OffsetDateTime.now()

date 日期 日期 否
Python: datetime.date.today() / 
Java: java.time.LocalDate.now()

time 时间 时间 否 Python: 

datetime.datetime.now().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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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ay 核心类型在三种脚本工具集中是通用的，均存在对应数据结构。虽然，在三种脚本工具集中同一类型的不同数据结构操作方法存在差异，但是，保证同一类

型的不同数据结构核心特性一致，可以相互间无损转换。

当集成流的上下游使用不同的脚本工具集时，同一类型的不同数据结构之间自动无感映射。用户可以在各个 Dataway 编辑文本框中使用不同的 Dataway 脚本工具

集，不会影响核心类型的数据处理过程的连贯性和精确性。

除了核心类型外，各脚本工具集额外支持部分特有类型，以贴合脚本工具集使用场景以提高可用性，但特有类型的数据无法作为 Dataway 脚本的输出结果，导致错

误发生，详情请查阅文本模式、表达式模式、代码模式 Python、代码模式 Java。

Message 类型中包含的属性及其说明如下：

Java: 

java.time.OffsetTime.now()

Entity
二进制

实体

数据连接器中的实体数据，用于代表一个二进制对象，

包括 blob、mime_type、encoding 等信息
是 http-listener 构造消息中的 payload

MultiMap
多值字
典

类似于 xml 而与 dict 不同，该类型可以支持重复的 
key

是

application/www-form-

urlencoded 格式的数据解析之后得到
的对象

FormDataPart
s

表单数
据

数组+列表的数据结构，类似于 Python 中的 
orderDict 结构

是
multipart/form-data 格式的数据解
析后得到的对象

Message 消息
数据连接器中的消息，承载了集成流数据，包括 
payload、variables、attributes 等信息

是
代码模式 Python 脚本 dw_process 
入口函数中的 msg 参数

DataSet 数据集 数据连接器数据集成中数据集，通过数据集成组件操作 是 Builder 组件的输出

Record
单条数

据
数据连接器数据集成中的单条数据，附有 Schema 是

可通过 Foreach 组件遍历 DataSet 

获取

注意

如果 Dataway 脚本的输出结果作为集成流的最终返回结果，则返回值支持类型还会受到相应集成流组件的限制。如在以 http listener 组件作为触发器的集

成流中，其最终返回结果必须为 Entity 类型。

Message 类型

在 Dataway 中，Message 类型承载了腾讯云数据连接器消息，而数据连接器消息伴随集成流的执行过程传递和更新。Message 类型包含载荷（payload）、变

量（vars）、属性（attrs）等属性，称之为预定义属性（Predefined Properties），这些属性是由系统根据当前运行信息及处理的数据生成的，用于在 

Dataway 脚本中获取集成流的当前上下文信息。

说明

Dataway 脚本以 msg 变量作为输入，该变量即 Message 类型，承载了集成流执行至当前组件节点前夕的上下文信息。

属性名

获取方法

（以代码模

式 Python 

为例）

描述 属性类型 属性说明

变量集 msg.vars
当前消息上下文中

的变量集合

字典类型：键为字符串

类型，代表变量名；值

为任意 核心类型 ，代表
变量值

已设置变量在集成流的所有后置组件节点共享，因此可用于在不同的组件节

点之间的数据整合

载荷
msg.paylo

ad

当前消息的载荷数

据
任意 核心类型

载荷是数据连接器消息的负载数据，反映了组件节点的执行结果，由组件节
点执行后更新，也可以通过特定组件（如“配置 payload”等）进行配

置。 例如，http listener 组件会根据接收到的网络请求来构造载荷的内

容，因此 listener 组件处理之后，载荷为 Entity 类型

属性集 msg.attrs

当前消息的属性数

据集合，如消息来

源、消息的头部信

息等

字典类型：键为字符串

类型，代表属性名；值

为任意 核心类型 ，代

表属性值

如果集成流触发器为 http listener，则网络请求的 headers 将会存储在 

msg.attrs

唯一标 msg.id 当前消息的唯一标 字符串类型 经过一个逻辑组件，唯一标志可能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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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访问 Entity 中的内容（以代码模式 Python 为例）：

为了方便使用，Dataway 还提供了如 entity.get(attr, default=None) 等对象方法以及基于下标的选择器语法（详情请参见  Entity 选择器 ） 以实现快速访问功

能：

在使用快速访问功能时，系统会尝试解析 Entity 中的二进制负载数据，如果解析失败会导致运行时错误（详情请参见 MIME 类型支持 ）。

下面将对这几种选择器类型举例说明。假设输入消息的载荷 msg.payload 是一个 Entity 对象，其原始数据 blob 解析后是一个 json 数组，MIME 类型为 

"application/json"，编码类型为 "utf-8"：

使用数字下标可以获取 msg.payload 中的元素。如下所示，Dataway 表达式为：

志 识 id

序列号
msg.seq_i

d
当前消息的序列号 字符串类型 消息在集成流中流转时，序列号保持不变

错误信

息
msg.error

当前处理上下文中

的错误信息

字典类型：键为字符串

类型，代表错误属性

名；值为字符串类型，

代表属性值

包含的内容有：'code': 错误类型；'desc'：错误描述字符串

Entity 类型

Entity 类型简介

在 Dataway 中，Entity 类型承载了腾讯云数据连接器实体数据，是二进制数据的封装对象，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原始数据（blob）、MIME 类型

（mime_type） 以及编码类型 encoding。

原始数据（blob）：原始的二进制数据。

MIME 类型（mime_type）：二进制数据的内容格式，例如 application/json、application/www-form-urlencoded、multipart/form-data 等。

编码类型（encoding）：二进制数据的字符编码格式，例如 utf8、gbk 等。

访问方式 说明

entity['^blob'] 获取该二进制对象的负载数据，返回 bytes 类型的对象。

entity['^mime_type'] 获取该消息对象的 MIME 类型，返回字符串对象。

entity['^encoding'] 获取该消息对象的编码类型，返回字符串对象。

entity['^value']：根据 MIME 类型和编码类型，解析负载数据，并返回解析结果，类型为 核心类型  之一。

entity['xxxx']：根据 MIME 类型和编码类型，解析负载数据，并获取其中指定键对应值，相当于 entity['^value']['xxx']。

entity.get(attr, default=None)：根据 MIME 类型和编码类型， 解析负载数据，并获取其中指定键对应值，如果获取不到则返回默认值（默认为 None），

相当于 entity['^value'].get(attr, default=None)。

Entity 选择器

对于常用 MIME 类型和编码类型，Dataway 支持通过选择器 (selector) 快速访问 Entity 对象内容，支持的操作类型如下：

下标类型 描述 举例

数字 访问当前数组的第 i 个元素 entity[0]

以'^'开头的字符串
获取元信息，例如 ^mime_type 、 ^encoding 、 ^blob（原始二进制） 、 

^value（值）

entity['^mime_typ

e']

普通字符（字母、数字、下划线、横杠、

点）

普通字符的 key，按名称的方式获取当前元素的子元素，如果有多个同名的，只返回

第一个
entity['list']

 "a1":1 "b1":1 "b2":2 "b3":3 "c1": 1 2 3  [{ },{ , , },{ [ , , ]}]

示例1：使用数字下标获取数据

def dw_process msg

    return msg payload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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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达式的输出为 dict 类型的结果： {"b1":1,"b2":2,"b3":3}

要获取 msg.payload 的元数据，可以使用'^'符号。如下所示，Dataway 表达式为：

则表达式的输出为 dict 类型的结果：

假设 msg.payload 值仍为 Entity 类型，其 MIME 类型仍为 "application/json"，编码类型仍为 "utf-8"，但负载数据 blob 解析后变成了：

如下所示，Dataway 表达式为：

则表达式的输出为 dict 类型的结果：

 值构造方法根据给定的 MIME 类型和编码类型对 data 进行序列化得到 bytes 类型的原始数据，然后再封装为 Entity 类型返回。

示例2：使用'^'符号获取元数据

def dw_process msg

    return 

        "mimeType"  msg payload "^mime_type"

        "encoding"  msg payload "^encoding"

        "blob"  msg payload "^blob"

        "value"  msg payload "^value"

    

( ):

{

: . [ ],

: . [ ],

: . [ ],

: . [ ],

}

    "mimeType"  "application/json"

    "encoding"  "utf-8"

    "blob"  b'[{"a1":1},{"b1":1,"b2":2,"b3":3},{"c1":[1,2,3]}]'

    "value"  "a1" 1 "b1" 1 "b2" 2 "b3" 3 "c1" 1 2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示例3：使用普通字符获取元素

"a1":1 "b1":1 "b2":2 "b3":3 "c1": 1 2 3{ , , , , [ , , ]}

def dw_process msg

    return 

        "a1"  msg payload "a1"

        "b2"  msg payload "b2"

        "c1"  msg payload 'c1'

    

( ):

{

: . [ ],

: . [ ],

: . [ ],

}

    "a1"  1

    "b2"  2

    "c1"  1 2 3

{

: ,

: ,

: [ , , ]

}

Entity 类型对象构造（以代码模式 Python 为例）

1. 值构造方法（Entity.from_value）

将数据 data 封装为 Entity 类型并返回。如下所示：

Entity from_value data  mime_type=None  encoding="utf-8". ( , , )

其中 mime_type 参数必传，目前支持的 MIME 类型有 text/plain、application/json（别名 text/json）、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2. 原始数据构造方法（Entity.from_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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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数据构造方法中的 mime_type 和 encoding 参数校验规则与值构造方法相似，不同的是不会对 mime_type 参数值进行限制，可以为任意的 MIME 类型。

 如果传递给原始数据构造方法的 data 参数类型为 bytes 类型，该方法会直接返回一个原始数据为 data，MIME 类型为 mime_type，编码类型为 encoding 的 

Entity 对象。 

 如果传递的 data 参数是字符串数据，则会尝试根据 encoding 参数将其编码为 bytes 类型，并构造成 Entity 对象。

Dataway 使用 Entity 类型可支持多种不同的数据类型，例如 json、csv、xml 等。在值构造方法或原始数据构造方法中指定对应的 MIME 类型和编码类型，可以

得到一个封装不同数据类型的 Entity 对象。通过使用 Entity 选择器，可以读取解析后的结构数据。

不同的 MIME 类型在 Entity 中有不同的数据格式，对应关系如下：

不同的数据格式有不同的编码规则、数据结构以及特定的 Entity 选择器语法。本节将对这些不同的数据格式分别进行说明。

以下将通过两个示例来说明如何使用 JSON 格式数据。

本示例将展示如何使用 Entity 的构造函数构造一个 JSON 格式的 Entity，并使用 Entity 选择器获取 Entity 的属性和数据。

将字符串或者 bytes 类型数据封装为 Entity 类型并返回。如下所示：

Entity from_bytes data  mime_type=None  encoding="utf-8". ( , , )

MIME 类型支持

MIME 类型 数据格式

application/json JSON 格式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HTTP 表单格式

text/plain 文本格式

application/xml XML 格式

application/csv CSV 表单格式

multipart/form-data HTTP FORM DATA 表单格式

其他 MIME 类型 其他格式

JSON 格式

JSON 格式的数据代表 MIME 类型为 application/json 的 Entity 中数据序列化后得到的类型。

使用 原始数据构造方法 ，则 Dataway 对输入的 str/bytes 类型最终解析成一个字典类型数据。

使用 值构造方法 ，支持列表、字典、多值字典等多种输入类型，并最终解析成一个字典类型数据。

示例1： 构造 JSON 格式的 Entity 示例2：复杂的 JSON 结构使用

输入

Dataway 的运行环境依赖于组件的运行，假定在"配置 Payload"组件前已经有一个"Transform"组件，对流的运行消息 msg 的 payload 进行了设置。

msg.payload 为一个字典类型对象，内部结构如下。

  "name"  "zhangsan"

  "age"  10

  "male"  True

  "brothers"  "lisi"  "zhaowu"

{

: ,

: ,

: ,

: [ , ]

}

Dataway 脚本 

以下 Dataway 脚本使用值构造方法将字典数据类型的 msg.payload 转换成 Entity 对象，然后用选择器获取 Entity 的元数据和元素，并返回。

def dw_process msg

  entity = Entity from_value msg payload  mime_type='application/json'  encoding='utf-8'

  return 

      'blob'  entity '^blob'

      'mimeType'  entity '^mime_type'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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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HTTP 表单格式数据，由于其内部实现为多值字典数据类型，因此除了通用的 Entity 选择器语法，还支持特殊的选择器语法。

本示例将展示如何使用 Entity 的构造函数构造一个 HTTP 表单格式的 Entity，并使用 Entity 选择器语法获取 Entity 的属性和数据。

      'name'  entity 'name'

      'brother'  entity 'brothers' 0

      'male'  entity '^value' 'age'

      'other'  entity get 'other'  'other_default'

  

: [ ],

: [ ][ ],

: [ ][ ],

: . ( , )

}

输出

Dataway 的脚本输出为一个字典, 其结果如下。

  "blob"  b'{"name":"zhangsan","age":10,"male":true,"brothers":["lisi","zhaowu"]}'

  "mimeType"  "application/json"

  "name"  "zhangsan"

  "brother"  "lisi"

  "male"  10

  "other"  "other_default"

{

: ,

: ,

: ,

: ,

: ,

:

}

HTTP 表单格式

HTTP 表单格式的数据代表 MIME 类型为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的 Entity 中数据解析后得到的类型。

使用 原始数据构造方法 ，则 Dataway 对输入的字符串或 bytes 类型最终解析成一个字典类型数据。

使用 值构造方法 ，支持字典或多值字典两种输入类型，并最终解析成一个多值字典类型数据。

Selector 含义

['*key'] 返回字典下面的 key 对应的所有元素

['key'] 返回字典下面的 key 对应的第一个元素

示例：构造并使用 HTTP 表单格式的 Entity

输入

msg.payload 存储了 HTTP 表单格式的数据：k1=123&k2=helloworld&k3=2&k3=abc，在 Dataway 中以多值字典类型呈现，可转化为字典类型数

据： 

  "k1"  123

  "k2"  "helloworld"

  "k3"  2  "abc"

{

: ,

: ,

: [ , ]

}

Dataway 脚本 

以下 Dataway 脚本使用值构造方法将字典类型数据转换成 Entity 对象，然后用选择器获取 Entity 的元数据和元素。

def dw_process msg

  entity = Entity from_value msg payload  mime_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encoding='utf-8'

  return 

      'blob'  entity '^blob'

      'mimeType'  entity '^mime_type'

      'k1'  entity 'k1'

      'k3'  entity '^value' 'k3'

      'k3multi_selector'  entity '^value' '*k3'

      'k5'  entity get 'k5'  'default_val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

Dataway 的脚本输出为一个字典类型数据 , 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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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将展示如何使用 Entity 的构造函数构造一个文本格式的 Entity，并使用 Entity 选择器语法获取 Entity 的属性和数据。

对 XML 格式数据，除了通用的 Entity 选择器语法，还支持特殊的选择器语法。

以下将通过两个示例来说明如何使用 XML 格式数据。

本示例将展示如何使用 Entity 的构造函数构造一个 XML 数据格式的 Entity，并使用 Entity 选择器语法获取 Entity 的属性和数据。

  "blob"  b'k1=123&k2=helloworld&k3=2&k3=abc'

  "mime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k1"  123

  "k3"  2

  "k3multi_selector"  2  "abc"

  "k5"  "default_value"

{

: ,

: ,

: ,

: ,

: [ , ],

:

}

文本格式

文本格式的数据代表 MIME 类型为 text/plain 的 Entity 中数据解析后得到的类型。无论是 值构造方法  还是 原始数据构造方法 ，data 参数均为字符串或 bytes 

类型，entity 内容均为字符串数据类型。

示例：构造文本格式的 Entity

输入

msg. payload 存储了文本格式的数据： "This is a text plain message"。

Dataway 脚本 

以下 Dataway 脚本使用值构造方法将字符串数据转换成 Entity 对象，然后用选择器获取 Entity 的元数据和元素。

def dw_process msg

  entity = Entity from_value msg payload  mime_type='text/plain'  encoding='utf-8'

  return entity '^value'

( ):

. ( . , , )

[ ]

输出

Dataway 的脚本输出为一个字符串，结果为"This is a text plain message"。

XML 格式

XML 格式的数据代表 MIME 类型为 application/xml 的 Entity 中数据序列化后得到的类型。

使用 原始数据构造方法  方法，则 Dataway 对输入的字符串或 bytes 类型最终解析成一个字典数据类型。

使用 值构造方法 ，仅支持字典输入类型，并最终解析成一个字典数据结构。同时，输入的字典仅包含一个默认的键"root"，值则为内置的 MultiMap，在 

MultiMap 中可以自由操作 msg 属性。

Selector 含义

['*key'] 返回xml某个节点 key 对应的所有元素

['key'] 返回xml某个节点 key 对应的第一个元素

['#text'] 获取xml某个节点的文本值

['@attr'] 获取xml某个节点的attr属性值

示例1：构造 XML 格式的 Entity

输入

Dataway 输入参数 msg 的 payload 值为常量1，同时 msg.vars 中包含一个键为 "abc" ,值为 "123" 的键值对。

  "payload"  1

  "vars"  

      "abc"  "123"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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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将示范如何在 XML 格式数据中使用特定语法的选择器。

Dataway 脚本 

以下 Dataway 脚本使用 值构造方法 将字典类型转换成 Entity 对象，并返回。

def dw_process msg

  a = math floor 1.4

  return Entity from_value

      'root'  

          'k1'  msg vars 'abc'

          'k2'  json dumps '哈哈'  ensure_ascii=False

          'k3'  a + 1

          '@id'  "hello"

          '#text'  "<a>dwad</a>"

          'k4'  'abc'  'def'  None

      

   mime_type = 'application/xm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

Dataway 脚本的输出结果为一个 Entity 类型对象，其中原始数据（blob）为符合 XML 语法的二进制数据，如下所示。

  "mime_type"  "application/xml"

  "encoding"  "utf-8"

  "blob"  b'<?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oot id="hello"><k1>123</k1><k2>"哈哈"</k2><k3>2</k3><k4>abc</k4><k4>def</k4><k4></k4><a>dwad</a></roo

{

: ,

: ,

:

}

示例2：使用 XML 特定选择器

输入

Dataway 输入参数 msg 的 payload 值为常量1，同时 msg.vars 中包含一个键为 "abc"，值为 "123" 的键值对。

  "payload"  1

  "vars"  

      "abc"  "123"

  

{

: ,

: {

:

}

}

Dataway 脚本 

以下 Dataway 脚本使用 值构造方法 将字典类型转换成 Entity 对象，然后用选择器获取 Entity 的数据。

def dw_process msg

  a = math floor 1.4

  entity =  Entity from_value

      'root'  

          'k1'  msg vars 'abc'

          'k2'  json dumps '哈哈'  ensure_ascii=False

          'k3'  a + 1

          '@id'  "hello"

          '#text'  "<a>dwad</a>"

          'k4'  'abc'  'def'  None

      

   mime_type = 'application/xml'

  return 

      'k1'  entity 'root' '#text'  + entity 'root' '@id'

      'k2'  entity 'root' 'k1'

      'k3'  entity 'root' '*k4' '^value'

      'k4'  entity 'root' 'k4'

      'k5'  entity '^mime_typ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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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V 格式的数据代表 MIME 类型为 application/csv 的 Entity 中数据序列化后得到的类型。

以下将通过示例来说明如何使用 CSV 格式数据。

本示例将展示如何使用 Entity 的构造函数构造一个 CSV 格式的 Entity，并使用 Entity 选择器语法获取 Entity 的属性和数据。

输出

Dataway 脚本的输出结果为一个字典类型数据，如下所示。

    "k1"  "<a>dwad</a>hello"

    "k2"  "123"

    "k3"  'abc'  'def'  None

    "k4"  "abc"

    "k5"  "application/xml"

{

: ,

: ,

: [ , , ],

: ,

:

}

说明

在 XML 格式数据中，root 节点为默认节点，其属性使用 @id=123  的方式指定，文本使用 #text  的方式指定。root 节点值为一个 MultiMap 类型，

其中键为每一个子节点名称，值为相应子节点的值。

CSV 格式

使用 原始数据构造方法 ，则 Dataway 对输入的字符串或 bytes 类型最终解析成一个列表类型数据结构，其中每一项元素均为一个字典。

使用 值构造方法 ，支持列表类型输入，并最终解析成一个列表类型数据结构，其中每一项元素均为一个字典。

示例：构造 CSV 格式的 Entity

输入

Dataway 输入参数 msg 的 payload 值为常量1，同时 msg.vars 中包含一个键为 "abc"，值为 "123" 的键值对。

  "payload"  1

  "vars"  

      "abc"  "123"

  

{

: ,

: {

:

}

}

Dataway 脚本 

以下 Dataway 脚本使用 值构造方法 将字典类型转换成 Entity 对象，并使用选择器语法获取 Entity 对象的属性值。

def dw_process msg

  entity = Entity from_value

      'k1' 'abcd' 'k2' 123.0 'k3' True

      'k1' 'defs' 'k2' 'dwdw,2e' 'k3' 10

   mime_type = 'application/csv'

  return 

      'var1'  entity '^blob'

      'var2'  entity '^mime_type'

      'var3'  entity '^encoding'

      'var4'  entity 0 'k2'  + entity 1 'k3'

      'var5'  entity 1 'k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

Dataway 脚本的输出结果为一个字典类型数据，如下所示。  

  "var1"  b'k1,k2,k3\r\nabcd,123.0,True\r\ndefs,"dwdw,2e",10\r\n'

  "var2"  "application/csv"

  "var3"  "utf-8"

  "var4"  "133"

  "var5"  "dwdw,2e"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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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Form-Data 表单格式的数据代表 mime-type 为 multipart/form-data 的 Entity 中数据序列化后得到的类型。

在浏览器发送 Content-Type 为 multipart/form-data 的请求时，实际传输的 byte 数组转换成字符串如下所示。

每一项参数由一个 boundary 开头，标识着这一项的开始，例如 --34b21 。

下面两行分别是 Content-Disposition 和 Content-Type 的固定 headers。其中 Content-Disposition 包含 name 和 filename 两项，Content-Type 

即为输入内容的Content-Type。name 为参数名，filename 为文件名。如果 filename 为"*.txt"或者为空，则 Content-Type 默认为 text/plain；如果 

filename 为其他，则 Content-Type 会根据后缀名自动判断。同时，也支持其他的扩展 headers。

再往下是实际的内容，如果 Content-Type 为 text/plain ，则为普通字符串，例如"Book"；如果 Content-Type 为 application/json ，则为一个 json 类型

的字符串，如下方的 file1 对应的 json 结构。

最后，会用 --34b21-- 来标识这段请求的结束。 

}

说明

对于 CSV 数据格式，接收的列表每一项元素均为字典类型。每一项元素中的键需保持相同，作为 CSV 文本的标题行；每一项元素中的值则代表该行的数

据值，用逗号分隔。

HTTP Form-Data 表单

浏览器中的 multipart/form-data

注意：

-- 为固定开头，34b21 为浏览器随机的一个不超过70位的字符串。

--34b21

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text"

Content-Type: text/plain

Book

--34b21

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file1"  filename="a.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title": "Java 8 in Action",

    "author": "Mario Fusco",

    "year": 2014

--34b21

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file2"  filename="a.html"

Content-Type: text/html

<!DOCTYPE html>

<titl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title>

--34b21--

;

; ;

{

}

; ;

Form-Data 的构造和使用

使用 原始数据构造方法 ，则 Dataway 对输入的字符串或 bytes 类型最终解析成一个 FormDataParts  数据结构。

使用 值构造方法 ，支持 Entity、Formdata、列表/字典输入类型，并最终解析成一个 FormDataParts  数据结构。

说明

如果为 Entity 类型，则会首先判断 MIME 类型是否为 multipart/form-data。如果为是，直接返回这个 Entity；否则将报错。

如果为 FormdataParts 类型（即上文提到的列表/字典结构），则直接赋值给 Entity。

如果为列表类型，则需要保证为以下数据结构：每一项的第一个元素为参数名。第二个元素如果为列表，则第二个元素的第一项为文件名，第二项为实际

的内容，第三项为 Content-Type ，第四项为一个字典，代表 extra_headers；如果第二个元素类型为字符串， 则文件名为空，实际内容即为字符串

内容，Content-Type 默认为 text/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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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HTTP Form-Data 格式数据，除了通用的 Entity 选择器语法，还支持特殊的选择器语法。

以下将通过两个示例来说明如何使用 HTTP FORM-DATA 表单格式数据。

本示例将展示如何使用 Entity 的构造函数构造一个 HTTP Form-Data 数据格式的 Entity。

Selector 含义

['parts'] 返回自定义类型 FormDataParts 类型

['parts'][0] 返回 FormData 的第0项

['parts']['a']['content'] 返回 FormDataParts 中键为'a'的值中的 content 值

['boundary'] 返回 FormDataParts 的分隔符

应用示例

示例1：构造 HTTP Form-Data 格式的 Entity 示例2：使用 FORM-DATA 选择器

输入

Dataway 输入参数 msg 的变量（vars）中包含一个键为“abc”，值为“123”的键值对。

  "vars"  

      "abc"  "123"

  

{

: {

:

}

}

Dataway 脚本 

以下 Dataway 脚本使用 值构造方法  将字典类型转换成 Entity 对象，并返回。

def dw_process msg

  a = math floor 1.4

  c = Entity from_value

      'k1'  msg vars 'abc'

      'k2'  json dumps '哈哈'  ensure_ascii=False

      'k3'  a + 1

   mime_type = 'application/json'

  return Entity from_value

      

          'a'  'test.json'  '{"a": a}'  'application/json'  'Test111'  1

          'b'  '333'

          'c'  'c.json'  c  c '^mime_type'

      

      mime_type='multipart/form-data; boundary=1233333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

Dataway 脚本的输出结果为一个 Entity 类型对象，其中原始数据（blob）为符合 multipart/form-data 结构的二进制数据，如下所示。

  "mime_type"  "multipart/form-data; boundary=12345"

  "encoding"  "utf-8"

  "blob"  b'''--123333333

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a"  filename="test.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Test111  1

"a"  a

--123333333

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b"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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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通过一个示例来说明，假设输入数据为一个二进制 bytes 流，我们通过"配置 Payload"组件中使用 Dataway 表达式将该二进制 bytes 流封装到 

msg.payload 中。 

Dataway 表达式

然后在下游可以使用 Entity 选择器  语法进行操作。

Dataway 支持可视化数据引用，在集成流数据面板单击数据标签即可引用集成流上下文中的相应数据（包括变量、前置组件输出等），打通组件间的数据高速路，提

升用户体验。当前 Dataway 所有模式均支持可视化数据引用功能，包括 文本模式 、 表达式模式 、 代码模式 Python  和 代码模式 Java 。

1. 单击 Dataway 输入文本框时自动弹出集成流数据面板。

2. 单击选择集成流数据面板中的数据标签，Dataway 编辑文本框中会自动引用集成流上下文数据，并在当前光标位置插入对应的数据标签。

333

--123333333

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c"  filename="c.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k1" "123" "k2" "\"哈哈\"" "k3" 2

--123333333--

'''

: ; ;

:

{ : , : , : }

}

其他类型

对其他类型的 MIME 类型，Dataway 不支持直接用 值构造方法  构造，但支持从上游读取数据，以及使用 原始数据构造方法  构造一个封装的 Entity。

def dw_process msg

    b = msg payload

    return Entity from_bytes b  mime_type='application/octet-stream'

( ):

.

. ( , )

集成流数据面板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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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模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9:24

文本模式针对各数据类型进行定制化的交互设计，用户仅需要进行简单操作即可生成所需数据。

1. 对于任意 Dataway 编辑文本框，将鼠标移至编辑文本框，会自动弹出模式选择按钮，单击文本进入文本模式。

2. 单击选择左侧下拉菜单中的类型选择所需数据类型，Dataway 会提供针对性的输入交互界面。

IDE 使用

数据类型

展开全部

任意类型（any，默认类型）

整数（int）、浮点数（float）、字符串（string）、十进制（decimal）、布尔值（bool）

时刻（datetime）、日期（date）、时间（time）

空值（None）

字典（dict）、列表（list）、消息（Message）、表单（FormData）

JSON 二进制（Entity.json）、XML 二进制（Entity.xml）

数据集（DataSet）、单条数据（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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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模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8 15:03:46

在表达式模式下，用户可以输入一个合法的 Python 表达式以返回所需要的数据。表达式模式经过针对性优化，提供智能提示功能简化了用户输入的同时，性能相较

代码模式进一步获得提升。

对于任意 Dataway 编辑文本框，将鼠标移至编辑文本框，会自动弹出模式选择按钮，单击表达式模式，再点击文本框即可填写表达式。 

简介

IDE 使用

语法检查

在 Dataway 交互界面中，能够实时对表达式进行语法检查，如果出错，将标红文本框，并在文本框下侧提示错误。 

用户可以根据错误提示来对表达式进行修改，只有当流中所有表达式均通过语法检查才能进行发布。

自动补全

在编辑框中进行输入时，Dataway 交互界面能够根据当前上下文自动给出语法提示和可行补全方案，并展示在文本框的上/下侧。用户可以通过点选对应标签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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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全表达式。语法提示的范围包括属性、方法、内置函数和第三方模块。

集成流数据面板引用

表达式模式支持 集成流数据面板  引用功能，详情请见 集成流数据面板 。 

类型转换

除了部分组件对 Dataway 交互界面有特殊要求外，表达式模式支持便捷类型转换功能。用户可以通过点选文本框左侧的下拉菜单中所需的数据类型，对表达式输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0#datare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0#data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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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模式对标 Python3 语法的 eval() 函数以降低用户使用门槛。与代码模式一致，表达式模式可以通过 msg（Message 类型）引用当前的集成流消息。同

时，表达式模式支持 集成流数据面板  快捷引用前置组件的输出数据。

表达式模式支持的语法结构如下：

出结果进行显式的类型转换，强制其符合用户对数据类型的使用需求。类型选择默认为 any，即不进行类型转换。 

语法

表达

式分
组

表达

式类
型

释义 举例 说明

原子

表达

式

litera
l

字面量
"abc"、123、True、
b'abc'

例如 string、int、float、bool、bytes等类型的字面量

nam
e

标识符 abc 从全局上下文中读取指定名称的变量

tuple
元组构
造

('a', 'b', 'c')、(str(1)) 若至少有一个逗号，则返回元组；否则返回单个表达式的值

list
列表构

造
[1,2,3] 枚举元素，构造一个列表

list-

com

p

列表推

导式
[i for i in 'abc'] 通过推导构造一个列表

set
集合构

造
{1,2,'a'} 枚举元素，构造一个集合

set-

com

p

集合推

导式
{i for in 'abc'} 通过推导构造一个集合

dict
字典构

造

{1:2, 'a':'b', 

3.0:True}
枚举元素，构造一个字典

dict-

com

p

字典推
导式

{i:i*i for i in 
range(10)}

通过推导构造一个字典

gene

rator

生成器

构造

(k*k for k in 

range(10))
返回一个生成器

原型

表达
attr

属性引

用
msg.payload 返回属性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0#data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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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模式在 Python 原生类型的基础上充分支持腾讯云数据连接器 核心类型 ，对于已绑定数据连接器核心类型的数据类型，其数据可以在组件与 Dataway 之间

自由流通。

式 inde
x

容器下
标取值

msg.payload[1]、
msg.vars['a']

指定下标

slice
切片下
标

msg.payload[1:3] 指定下标

call 调用 str('a') 函数调用

数学

表达
式

bino

p

二元操

作符

3**3、3+3、'a' is 

not in msg.vars

幂运算(**)、算数运算(+、-、*、/、//、%)、移位运算(>>、<<)、位运算(&、^、|)、比较运算

(>、>=、<、<=、==、!=、is、is not、in、not in)

unio

p

一元操

作符

not msg.vars、

~msg.vars['no']
取自身+、取负-、取反~、逻辑非not

条件

表达
式

if-
expr

条件表
达式

'a' if 's' in msg.vars 
else 'b'

xx if True else xx

logic
al

逻辑表
达式

a and b、not True 布尔运算(and、not、or)

特殊
表达

式

datar

ef

数据引

用

通过下拉点选自动生成

对应标签
从上下文数据中引用指定路径的数据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绑定数据连接器核

心类型
特性使用

特性

类型
特性功能 输出类型

int 整数
+

操作

符
加法 int

-
操作

符
减法 int

*
操作

符
乘法 int

/
操作

符
除法 float

//
操作

符
整除 int

%
操作

符
取余 int

-x
操作

符
取反 int

&
操作

符
按位与 int

|
操作

符
按位或 int

^
操作

符
按位异或 int

~
操作

符
按位取反 int

<<
操作

符
左移 int

>> 操作 右移 i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0#core-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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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
操作
符

小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 bool

<=
操作
符

小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str 字符串

+
操作

符
拼接 str

*
操作

符
重复 str

[index]
下标

操作

取指定index的

值
str

[index1:index2]
下标

操作
取切片 str

[index1:index2:step]
下标

操作
按步长取切片 str

in
操作

符
是否子串 bool

%
操作

符
格式化 str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bool 布尔值

or
操作

符
或 bool

and
操作

符
与 bool

not
操作

符
取反 bool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float 浮点数
+

操作

符
加法 float

-
操作

符
减法 float

* 操作

符

乘法 float



腾讯轻联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24 共260页

/
操作

符
除法 float

//
操作

符
整除 float

%
操作

符
取余 float

-x
操作

符
取反 float

<
操作

符
小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 bool

<=
操作
符

小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bytes （非核心类型）

+
操作
符

拼接 bytes

*
操作

符
重复 bytes

[index]
下标

操作

取指定index的

值
int

[index1:index2]
下标

操作
取切片 bytes

[index1:index2:step]
下标

操作
按步长取切片 bytes

in
操作

符
是否子串 bool

%
操作

符
格式化 bytes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list 列表
+

操作

符
拼接 list

*
操作

符
重复 list

[index]
下标

操作

取指定index的

值
any

[index1:index2]
下标

操作
取切片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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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1:index2:step] 下标

操作

按步长取切片 list

in
操作

符
是否元素 bool

<
操作

符
逐项小于 bool

>
操作

符
逐项大于 bool

<=
操作

符
逐项小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逐项大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dict 字典

[key]
下标

操作
取指定key的值 any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set （非核心类型）

&
操作
符

交集 set

|
操作
符

并集 set

-
操作
符

减法 set

<
操作
符

是否真子集 bool

>
操作
符

是否真超集 bool

<=
操作

符
是否子集 bool

>=
操作

符
是否真超集 bool

in
操作

符
是否元素 bool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decimal.Deci

mal

十进制
+

操作

符
加法 decimal

-
操作

符
减法 decimal

* 操作 乘法 de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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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
操作

符
除法 decimal

%
操作

符
取余 decimal

-x
操作

符
取反 decimal

<
操作

符
小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 bool

<=
操作

符
小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datetime.datet

ime
时刻

year 属性 年 int

month 属性 月 int

day 属性 日 int

hour 属性 时 int

minute 属性 分 int

second 属性 秒 int

microsecond 属性 微秒 int

+
操作

符
推进

datetime.dateti

me

-
操作

符
求时间间隔

datetime.timed

elta

<
操作

符
小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 bool

<=
操作

符
小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datetime.date 日期 year 属性 年 int

month 属性 月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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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属性 日 int

strftime(format) 方法 格式化 str

+
操作

符
推进 datetime.date

-
操作

符
求时间间隔

datetime.timed

elta

<
操作

符
小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 bool

<=
操作

符
小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datetime.time 时钟

hour 属性 时 int

minute 属性 分 int

second 属性 秒 int

microsecond 属性 微秒 int

<
操作

符
小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 bool

<=
操作

符
小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大于等于 bool

==
操作

符
等于 bool

!=
操作

符
不等于 bool

Entity 二进制实体

from_bytes(bs,mime_type=None, 

encoding="utf-8")

静态

方法

从二进制构建

Entity
Entity

from_value(obj,mime_type=None, 

encoding="utf-8")

静态

方法

从数据构建

Entity
Entity

get(key,dafault=None) 方法 获取数据 any

[key]
下标

操作
取指定key的值 any

[^value]
下标

操作
取解析后的值 any

[^blob]
下标

操作

取二进制原始数

据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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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模式提供多样的类型方法、内置函数和第三方模块，用户可以按需选用，快速实现既定功能，详情请参见 表达式模式附录 。

RecordSet 数据集 schema() 方法 获取schema dict

Record 单条数据 [key]
下标

操作
取指定key的值 any

Message 消息

payload 属性 返回输出 any

attrs 属性 返回属性 dict

vars 属性 返回变量 dict

id 属性
返回消息唯一标
志

str

seq_id 属性 返回流序列号 str

error 属性 返回错误 dict

isthrowing 属性 是否抛错 bool

其他支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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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模式附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9:36

为了方便用户对 Python 原生类型的操作，Dataway 支持 Python 原生类型的常用方法：

Python 原生类型方法

数据类型 方法 方法类型 功能 输出类型

str

endswith(suffix[, start[, end]]) 方法 后缀对比 bool

split(sep=None, maxsplit=-1) 方法 分割 list

startswith(prefix[, start[, end]]) 方法 前缀对比 bool

count(sub[, start[, end]]) 方法 统计子串数量 int

find(sub[, start[, end]]) 方法 查找匹配子串 int

format(*args, **kwargs) 方法 格式化 str

index(sub[, start[, end]]) 方法 索引匹配子串 int

isascii() 方法 返回全是 ASCII 字符 bool

isspace() 方法 返回是否非空且全是空白字符 bool

encode(encoding="utf-8", errors="strict") 方法 编码 bytes

join(iterable) 方法 拼接 str

lower() 方法 小写 str

replace(old, new[, count]) 方法 替换 str

strip([chars]) 方法 移除特定字符组成的前后缀 str

upper() 方法 大写 str

bytes

count(sub[, start[, end]]) 方法 统计子串数量 int

find(sub[, start[, end]]) 方法 查找匹配子串 int

index(sub[, start[, end]]) 方法 索引匹配子串 int

decode(encoding="utf-8", errors="strict") 方法 解码 str

replace(old, new[, count]) 方法 替换 bytes

rstrip([chars]) 方法 移除特定字符集合组成的后缀 bytes

strip([chars]) 方法 移除特定字符集合组成的前后缀 bytes

split(sep=None, maxsplit=-1) 方法 分割 list

startswith(prefix[, start[, end]]) 方法 前缀对比 bool

endswith(prefix[, start[, end]]) 方法 后缀对比 bool

float is_integer() 方法 是否整数 bool

list
count(x) 方法 统计元素数量 int

index(sub[, start[, end]]) 方法 索引元素 int

tuple
count(x) 方法 统计元素数量 int

index(sub[, start[, end]]) 方法 索引元素 int

dict get(key[, default]) 方法 获取 key 对应值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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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模式支持常量：None、True 和 False。除此之外，为了方便用户使用，表达式模式内置了许多函数，用户可以调用相关函数，快速实现对应的功能，获取所

需数据。

items 方法 获取键值对列表 list

set union(*others) 方法 返回求并集后的新集合 set

datetime.datetime

today() 类方法 无时区当前时间 datetime.datetime

fromtimestamp(timestamp, tz=None) 类方法 从时间戳构造时间 datetime.datetime

now() 类方法 带时区当前时间 datetime.datetime

strptime(date_string, format) 类方法 从格式化构造时间 datetime.datetime

time() 方法 转换为时钟 datetime.time

date() 方法 转换为日期 datetime.date

strftime(format) 方法 格式化 str

datetime.date
today() 类方法 当前日期 datetime.date

strftime(format) 方法 格式化 str

datetime.time strftime(format) 方法 格式化 str

DataSet

id() 方法 获取数据集 ID int

partitions() 方法 获取数据集分区数 int

schema() 方法 获取数据集 schema Schema

Record

data() 方法 以列表形式返回各项数据 list

get(name, default=None) 方法 获取字段名对应数据 any

schema() 方法 获取数据集 schema Schema

内置常量和函数

内置函数 函数说明

abs(x) 返回绝对值（整数、浮点数）

all(iterable) 返回是否所有元素为真或为空

any(iterable) 返回是否存在元素为真

ascii(object) 打印 object 但不处理非 ASCII 字母

bool([x]) 转换为 bool

bytes([source[,encoding[,errors]]]) 转换为 bytes

chr(i) 返回 int 对应的 unicode

dict(kwarg)/dict(mapping,kwarg)/dict(iterable,kwarg) 转换为 dict

float([x]) 转换为 float

int(x)/int(x,base) 转换为 int

len(s) 返回长度

list([iterable]) 转换为 list

max(iterable,[,key,default])/max(arg1,arg2,args[,key]) 返回最大值

min(iterable,[,key,default])/min(arg1,arg2,args[,key]) 返回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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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模式支持部分常见 Python 第三方模块。

ord(c) 返回 char 对应编码

pow(x,y[,z]) 返回指数

range(stop)/(start,stop[,step]) 返回不可改列表

repr(object) 返回可打印对象信息

round(number[,ndigits]) 四舍五入偏偶数

set([iterable]) 转换为集合

str(object)/(object,encoding,errors) 转换为 str

sum(iterable[,start]) 求和

tuple([iterable]) 转换为 tuple

type(object) 返回数据类型

其他第三方模块

模块 特性 特性类型 特性描述 特性输出

tim
e

asctime([t]) 函数
struct_time 
格式化

str

ctime([secs]) 函数 时间戳格式化 str

gmtime([secs]) 函数
生成 UTC 时区

的struct_time

struct_t

ime

localtime([secs]) 函数
生成本地 

struct_time

struct_t

ime

mktime(t) 函数
struct_time 
生成时间戳

float

strftime(format[,t]) 函数
struct_time 
定制格式化

str

strptime(string[,format]) 函数
字符串构建 
struct_time

struct_t
ime

time() 函数 生成当前时间戳 float

time_ns() 函数
生成当前时间戳

（纳秒）
int

mat
h

e 常量 自然对数 float

pi 常量 圆周率 float

sqrt(x) 函数 开方 float

log(x[,base]) 函数 对数 float

ceil(x) 函数 向上取整 int

floor(x) 函数 向下取整 int

cos(x) 函数 余弦 float

fabs(x) 函数 绝对值 float

log2(x) 函数 以2为底对数 float

log10(x) 函数 以10为底对数 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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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x,y) 函数 指数 float

sin(x) 函数 正弦 float

tan(x) 函数 正切 float

jso

n

dumps(obj, *, skipkeys=False, ensure_ascii=True, check_circular=True, 

allow_nan=True, cls=None, indent=None, separators=None, default=None, 

sort_keys=False, **kw)

函数 json 编码 str

loads(s, *, encoding=None, cls=None, object_hook=None, parse_float=None, 

parse_int=None, parse_constant=None, object_pairs_hook=None, **kw)
函数 json 解码 any

bas

e64

b64encode(s, altchars=None) 函数 base64 编码 bytes

b64decode(s, altchars=None, validate=False) 函数 base64 解码 bytes

ran

do

m

randint(a, b) 函数 [a,b]随机整数 int

random() 函数
[0,1)随机浮点
数

float

urlli
b

parse.quote(string, safe='/', encoding=None, errors=None) 函数 特殊字符转码 str

parse.urlencode(query, doseq=False, safe='', encoding=None, errors=None) 函数 url 编码 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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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模式 Pytho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9:40

代码模式 Python 对表达式模式进行了扩展，支持更复杂的语法和更强大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用户使用门槛，需要一定的 Python 语言编程基础。

1. 对于任意 Dataway 编辑文本框，将鼠标移至编辑文本框，会自动弹出模式选择按钮，单击代码进入代码模式。 

2. 单击编辑文本框，弹出代码编辑器，默认即为 Python 脚本编辑器，即可进行 Python 脚本编辑。

3. 编辑完成后，单击确定保存。

该编辑器提供了语法检查、格式化、脚本调试、自动联想、代码高亮等类 IDE 功能。

IDE 使用

使用流程

功能说明

语法检查

在 Python 脚本编辑器中，能够实时对 Pyton 脚本进行语法检查，并通过强提示显示在脚本编辑框左侧和出错代码底部。当鼠标移动到错误提醒处，会有详细的

错误信息说明。

用户可以根据语法提示来对 Python 脚本进行修改，只有语法检查通过的代码才能够保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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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右上角格式化按钮后，格式化后的代码如下图。

格式化

在 Python 脚本编辑器中，提供有格式化功能按钮。用户可以单击右上角格式化按钮，一键对 Python 脚本格式化，使代码更加简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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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调试

在 Python 脚本编辑器中，提供有 Debug 调试功能按钮。用户可以单击右上角 Debug 按钮，在线对 Python 脚本进行调试。详细的使用方法可见 Python 调

试 。

自动联想

  在编辑框中进行输入时，Python 脚本编辑器能够根据当前上下文自动给出语法提示，并展示在当前光标的下方。通常语法提示的范围包括内置函数、关键字和内

置第三方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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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代码模式 Python 脚本需符合 Python3 语法，其中包含入口函数定义 def dw_process(msg) ，例如：

dw_process 入口函数仅接受一个参数 msg，该参数代表当前 Dataway 脚本需要处理的数据连接器消息。dw_process 函数的返回值即是脚本的返回值。

在"配置 Payload"组件中输入上述表达式，假设该组件的输入消息为 json 结构的数据 {"realData": 123} ，经过 Python 脚本的计算，得到的输出结果如下：

代码模式 Python 基于 Python3 语法实现，本小节将对代码模式 Python 的基本语法进行说明。

代码模式 Python 支持的关键字如下表所示。关键字作为代码模式 Python 中的保留字，不会被当成任何标识符名称。

集成流数据面板引用

表达式模式支持集成流数据面板引用功能，详情请参见 集成流数据面板 。

代码高亮

Python 脚本编辑器默认对 Dataway 代码进行高亮和括号自动匹配。

脚本结构

def dw_process msg

    sq = func 3

    val = 

        'square'  sq

        'data'  msg payload 'realData'  + 1

    

    return Entity from_value val  mime_type='application/json'

def func x

    return x*x

( ):

( )

{

: ,

: . [ ]

}

. ( , )

( ):

    "square": 9

    "data": 124

{

,

}

Dataway基本语法说明

关键字

关键字名称 说明

True 布尔类型，True 表示真，相对于 False

False 布尔类型，False 表示真，相对于 True

None 空值类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0#data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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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模式 Python 使用缩进来标识代码块，不同的缩进行数代表不同的代码层级，同一层级的缩进行数需保持一致。

代码模式 Python 支持常见的运算符：算数运算符、比较运算符、赋值运算符、逻辑运算符、位运算符等。下表列出了常见的运算符。假设变量 a 为5， b 为3，对应

的示例如下：

and 逻辑“与”

or 逻辑“或”

not 逻辑“非”

as 自定义命名

assert 断言，用来测试表达式

break 终止循环语句

continue 跳过本次循环

def 函数定义

if/else/elif 判断语句

for 循环语句

global 全局变量声明

in 判断是否包含在其中

is 判断两个变量指向是否一致

lambda 匿名函数，可以用一行实现一个函数

nonlocal 在嵌套函数中声明，可以修改外部定义的变量

pass 空语句，用于占位

raise 抛出异常

return 函数返回

行和缩进

运算符

运算符名称 说明 示例

= 赋值 c = 3

+ 加 a + b = 3

- 减 a - b = 2

* 乘 a * b = 15

/ 除 15 / a = b

% 取模，返回除法的余数 16 % b = 1

** 幂 a ** b = 125

// 向下取整 a // b = 1

+= 加法赋值 c += a等效于 c = c + a

-= 减法赋值 c -= a 等效于 c = c - a

*= 乘法赋值 c *= a 等效于 c = c * a

/= 除法赋值 c /= a 等效于 c = c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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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ay表达式的运行结果为： a is between 10 and 100

Dataway 表达式的运行结果为： 24

在代码模式 Python 中，可以使用 def 关键词定义函数，后接函数名和参数名列表，以冒号 : 作为定义函数行的结尾，下一行默认缩进；最终以 return 语句结束函

数，如果不带 return 相当于返回 None。

定义了一个函数后，可以在另一个函数中调用执行。在代码模式 Python 中，默认的入口函数 dw_process 函数无需手工声明。如果想自定义函数，直接在 

dw_process 入口函数下方定义即可。如下示例，定义了一个函数 test() 用于对列表元素求和， 并在 dw_process() 函数中调用，最终使用 return 语句返回结

果。

== 是否相等 a == b 返回 False

!= 是否不等 a != b 返回 True

> 大于比较 a > b 返回 True

< 小于比较 a  < b 返回 False

>= 大于等于比较 a >= b 返回 True

<= 小于等于比较 a <= b 返回 False

& 按位与 a & b = 1(0101 & 0011 = 0001)

| 按位或 a | b = 7 (0101 & 0011 = 0111)

^ 按位异或 a ^ b = 6 (0101 ^ 0011 = 0110)

~ 按位取反 ~a = -6

<< 左移运算符 a << 3 = 20 (0000 0101 << 3 = 0001 0100)

<< 右移运算符 a >> 1 = 2 (0101 >> 1 = 0010)

条件及循环控制语句

代码模式 Python 通过 if、elif 或 else 语句来进行条件控制。示例如下，通过判断 a 的值，返回不同的字符串：

def dw_process msg

  a = 100

  if a < 10

      return 'a is lower than 10'

  elif a <= 100 and a >= 10

      return 'a is between 10 and 100'

  else

      return 'a is bigger than 100'

( ):

:

:

:

代码模式 Python 通过 for 循环进行循环控制。示例如下，通过 for 循环，得到 a 中元素的乘积：

def dw_process msg

  a = 1  2  3  4

  num = 1

  for i in a

      num *= i

  return num

( ):

[ , , , ]

:

定义函数

def dw_process msg

    a = 1  2  3  4

    return add_list a

def add_list alist

    sum = 0

    for i in reversed alist

        sum += i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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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输出结果为： 10

代码模式 Python 内置了多个第三方模块，如 time、json、math、base64、hmac、random、 hashlib、Crypto、socket、struct、decimal 和 

datetime 等，使用时直接引用模块名即可，无需使用 import关键字。具体的函数说明可参见 Dataway函数参考 。具体示例如下，接收一个 json 类型字符串，转

换成一个字典：

最终的输入结果为: 15.0

代码模式 Python 单行注释以 # 开头，多行注释则可以用多个 #  号，或者 ''' 和 """ 。举例如下，执行下面代码：

输出结果为：

dw_process 是代码模式 Python 的主入口函数，其作用相当于 C/C++语言中的 main 函数。

dw_process 仅接受一个类型为 Message  的参数，而其返回值就是该代码模式 Python 脚本的输出值。

作为数据连接器中数据处理流程的一个环节，dw_process 函数的返回值目前支持 核心类型 。

关于代码模式 Python 中数据类型及返回值的详细介绍，可参见 DataWay 数据类型系统 。

    return sum

模块调用

def dw_process msg

    jsonStr = '{"a": 1, "b": 2, "c": 3}'

    jsonDict = json loads jsonStr   # 转换成一个dict

    num = 1

    for k  v in jsonDict items    # 对dict进行遍历

        num += math pow v  2

    return num

( ):

. ( )

, . ():

. ( , )

注释

# Dataway 注释

'''

Dataway 注释

Dataway 注释

'''

"""

Dataway 注释

Dataway 注释

"""

def dw_process msg

    return 'Dataway Hello World!'

( ):

Dataway Hello World!

说明

代码模式 Python 提供了语法检查功能，在编写代码时会进行实时语法检查，并给出错误提示。详细的语法说明可以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

dw_process 入口函数

数据类型系统

类型名 说明

是否 

Dataway 

特有类型

举例

str 字符串，即 Python 原生的字符串 str 否 "abc"

None Python 中的空值 None 否 Non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61#function-referen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0#message-expla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0#core-types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referenc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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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模式 Python 支持脚本调试，以方便问题排查和结果验证。该功能可通过手工定义输入参数 msg， 单击测试后可以直接查看脚本运行结果、调试日志和错误信

息。

1. 在脚本编辑框中输入表达式。

Dataway 调试模式下，支持在表达式中通过 print() 函数打印要观察的信息，运行结束后打印消息会显示在界面上。

2. 单击脚本编辑框右上角的 Debug 图标，弹出模拟数据填写对话框，在这里可以对 msg 的载荷、属性和变量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单击开始测试，系统会自动组

装成一个 msg 参数，并作为脚本的输入传递到 dw_process 函数中。

bool 布尔值，即 Python 原生布尔值 bool 否 True/False

float 浮点数，即 Python 原生浮点数 float 否 123.123

int 整数，即 Python 原生整型 int 否 123

bytes 字节数组，即 Python 字节数组类型 bytes 否 b'this_is_a_bytes'

set 集合，即 Python 集合类型 set 否 {1,2,3}

list 列表，序列类型容器，即 Python 原生 list 类型 否 [1,2,3]

dict 字典，kv 类型容器，即 Python 原生 dict 类型 否 {1:1, 'key': 'value'}

Entity
即 EIS 中的实体数据，用于代表一个二进制对象，在 Dataway 中以 Entity 类

型进行访问，包括 blob、mime_type、encoding 等信息
是

http-listener 构造消息中的 

payload，例如 msg.payload

MultiM

ap
多值 map，类似于 xml 而与 dict 不同，该类型可以支持重复的 key。 是

application/www-form-

urlencoded 格式的数据解析之后得到的

对象

FormD

ataPar

ts

数组+列表的数据结构，类似于 Python 中的 orderDict 结构 是
multipart/form-data 格式的数据解析

后得到的对象

Messa

ge
即 eis 中的消息，在 dataway 中以 Message 进行访问 是 dw_process 入口函数中的 msg 参数

注意

上述类型可以在代码模式 Python 中使用，但 dw_process 函数的返回值的类型为 核心类型  之一。

如果 Dataway 表达式输出的值会作为集成流的最终返回结果，则支持的返回值类型还会受到相应连接器组件的限制。例如在以 http listener 组件作为

第一个组件的流中，其最终的 payload 也需要是一个 Entity 类型。

脚本调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0#core-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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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完成 dw_process 函数后，编辑框下方会弹出运行结果和 print 调试日志，如果运行错误会有 error 报错信息。

输出：代表 Dataway 表达式的运行结果。

日志：代表在脚本中使用 print 函数打印的调试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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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模式 Python 提供多样的内置函数和第三方模块，用户可以按需选用，快速实现既定功能，详情请参见 代码模式 Python 附录 。

错误：代表脚本运行错误，运行正确无错误显示绿色对勾标志。

其他支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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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附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8 15:18:18

内置函数

目前代码模式 Python 支持的内置函数如下：

序号 内置函数 功能说明

1 abs() 求数值绝对值

2 all() 判断序列（集合、列表、元组、dict）中所有元素是否满足给定条件

3 any() 判断集合中是否存在元素满足给定条件

4 bool() 构造布尔值

5 bytearray() 构造字节数组

6 bytes() 构造空字节

7 chr() 0~256的整数对应的ASCII码

8 dict() 创建字典

9 enumerate() 将一个可遍历的数据对象组合列出数据和数据下标，一般用于 for 循环中

10 filter() 集合过滤，例如 list(filter(lambda   x:x>=100, [1,3,4,100,102])) -> [100,102]

11 float() 构造浮点数

12 getattr() 求一个对象的属性值

13 hasattr() 判断一个对象是否有某个属性

14 hash() 求哈希值

15 id() 求对象的唯一标识

16 int() 构造整数

17 isinstance() 判断对象是否属于某种类型

18 iter() 生成一个迭代器

19 len() 获取集合元素个数

20 list() 构造列表

21 map() 根据函数对指定序列做映射，例如 list(map(lambda x: x * 2, [1, 2, 3, 4, 5])) -> [2, 4, 6, 8, 10]

22 max() 获取数值最大值

23 min() 数值最小值

24 next() 返回迭代器的下一个项目，和 iter() 一起使用

25 objects() 返回空对象

26 ord() 单个 ASCII 码字符的整数值

27 pow() 求指数

28 print() 代码模式 Python 调试时可以打印相关信息（仅在 Dataway   表达式编辑时使用 Debug 功能生效）

29 range() 创建可迭代对象，例如 list(range(5)) -> [0,   1, 2, 3, 4]

30 reversed() 创建反转的迭代器，例如 list(reversed('abcdefg')) -> ['g', 'f', 'e', 'd',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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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用于时间处理的库，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目前代码模式 Python 支持的库函数/类型如下：

json 用于处理 json 数据的库，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目前代码模式 Python 支持的 json 模块函数：

math 用于数学运算的库，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目前代码模式 Python 支持的 math 模块函数：  

31 round() 截取数值的整数部分

32 set() 创建一个集合

33 slice() 设置截取元素的切片

34 sorted() 排序

35 str() 构造字符串

36 sum() 数值求和

37 tuple() 构造元组

38 type() 返回对象类型

39 zip() 打包可迭代对象中元素成多个 tuple。例如 list(zip([1,2,3], [4,5,6])) -> [(1, 4), (2, 5), (3, 6)]

第三方模块

time

序号 库函数/类型 功能说明

1 altzone 当前时区相对于 UTC 时区的延迟偏移，单位为秒

2 asctime 将一个 struct_time 转换为时间字符串

3 ctime 将一个时间戳转换为时间字符串

4 mktime() 将一个 struct_time 转换为时间戳

5 strftime() 将一个 struct_time 进行格式化

6 strptime() 按照给定的格式解析事件字符串，并返回一个结构化的 struct_time 对象

7 timezone 当前时区

8 tzname 当前时区名称

9 time() 当前时间

10 localtime 将一个时间戳转换为当前时区的本地时间，返回 struct_time 类型对象

json

序号 json 模块函数 功能说明

1 dumps() 将 json 对象编码为 json 字符串

2 loads() 将一个 json 串解析为 Python 对象

math

序号 json 模块函数 功能说明

1 math.ceil(x) 返回 x 的上限，即大于或者等于 x 的最小整数。如果 x 不是一个浮点数，则委托 x.ceil()，返回整数值。

2 math.floor(x) 返回 x 的向下取整，小于或等于 x 的最大整数。如果 x 不是浮点数，则委托 x.floor() ，返回整数值。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time.html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json.html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ma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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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常量：

base64 用于 base64 编解码的库，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支持的函数有：

hmac 用于 hmac 加解密的库，可参见 Python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支持的函数有：

random 用于随机数生成的库，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支持的函数有：

hashlib 用于生成哈希值的库，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支持的函数/属性有：

datetime 用于时间日期处理的库，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支持的函数/属性有：

3 math.fabs(x) 返回 x 的绝对值。

4 math.pow(x,y) 返回 x 的 y 次幂。

5 math.sqrt(x) 返回 x 的平方根。

序号 常量 功能说明

1 math.pi 数学常数 π = 3.141592...，精确到可用精度。

2 math.e 数学常数 e = 2.718281...，精确到可用精度。

3 math.inf 浮点正无穷大。（对于负无穷大，使用 -math.inf）相当于 float('inf') 的输出。

4 math.nan 浮点“非数字”（NaN）值。 相当于 float('nan') 的输出。

base64

序号 支持的函数 功能说明

1 base64.b64encode(s) 对 bytes 类型参数 base64 编码，返回编码后的 bytes。

2 base64.b64decode(s) 对 bytes/str 类型参数 base64 解码，返回解码后的 bytes。

hmac

序号 支持的函数 功能说明

1 hmac.new(key) 返回一个新的 hmac 对象, key 是一个指定密钥的 bytes 或 bytearray 对象。

random

序号 支持的函数 功能说明

1 random.randint(a,b) 返回随机整数 N 满足 a <= N <= b。

hashlib

序号 支持的函数/属性 功能说明

1 hashlib.sha256() 创建一个 SHA-256 hash 对象。

2 hashlib.md5() 创建一个 MD5 的 hash 对象。

3 hashlib.sha1() 创建一个 SHA1 的 hash 对象。

datetime

序号 支持的函数/属性 功能说明

1 datetime.date 一个理想化的简单型日期，它假设当今的公历在过去和未来永远有效。属性有：year、month 和 day。

2 datetime.time
一个理想化的时间，它独立于任何特定的日期，假设每天一共有 246060 秒。 属性有：hour、minute、

second、microsecond 和 tzinfo。

3 datetime.datetime 日期和时间的结合。属性有：year、month、day、hour、minute、second、microsecond 和 tzinfo。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base64.html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hmac.html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random.html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hashlib.html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dateti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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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mal 用于定点数处理的库，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支持的函数/属性有：

socket 是 Python 中 tcp 套接字的底层实现，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 ，可以直接引用。 支持的函数/属性有：

pycryptodome 是专用的加密工具三方库，可参见 pycryptodome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支持的函数/属性有：

struct 用于打包二进制文件的库，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支持的函数/属性有：

urllib 用于 URL 处理的库，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支持的函数/属性有：

csv 用于 CSV 文件读写的库，可参见 Python 官方文档 。已内置代码模式 Python，可以直接引用。 支持的函数/属性有：

4 datetime.timedelta 表示两个 date 对象或者 time 对象，或者 datetime 对象之间的时间间隔，精确到微秒。

5 datetime.timezone 表示相对于世界标准时间（UTC）的偏移量。

6 datetime.tzinfo 描述时区信息对象，用来给 datetime 和 time 类提供自定义的时间调整概念，如处理时区和/或夏令时。

decimal

序号 支持的函数/属性 功能说明

1 decimal.Decimal 表示十进制浮点数对象。

socket

序号 支持的函数/属性 功能说明

1 socket.htonl() 将 32 位正整数从网络序转换成主机字节序。

2 socket.ntohl() 将 32 位正整数从网络字节序转换为主机字节序。

pycryptodome

序号 支持的函数/属性 功能说明

1 Crypto.Util.Padding 该模块为添加和删除数据中的标准填充提供了最小的支持, 提供 pad()、unpad() 方法。

2 Crypto.Cipher.AES AES 加密模块。它具有16字节的固定数据块大小，密钥可以是128、192或256位长。提供 new() 方法。

struct

序号 支持的函数/属性 功能说明

1
struct.pack(format, v1, 
v2, ...)

返回一个 bytes 对象，其中包含根据格式字符串 format 打包的值 v1, v2, ... 参数个数必须与格式字符串所要
求的值完全匹配。

2
struct.unpack(format, 

buffer)
根据格式字符串 format 从缓冲区 buffer 解包，返回一个 tuple。

urllib

序号 支持的函数/属性 功能说明

1 urllib.parse.urlparse()
获取 url 参数，将 url 解析成一个包含6个字符串的 tuple，分别为：协议，位置，路径，参数，查询，片段识

别。

2 urllib.parse.unquote() 将编码的 url 进行解码。

csv

序号 支持的函数/属性 功能说明

1 csv.reader() 创建一个 reader对象，将逐行遍历 csv 文件对象。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decimal.html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socket.html
https://pycryptodome.readthedocs.io/en/latest/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struct.html
https://docs.python.org/zh-cn/3.5/library/urlli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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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模式 Java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8 15:16:06

为了降低熟练使用 Java 的用户接入腾讯云数据连接器的门槛，Dataway 代码模式提供对 Java 脚本的支持。

1. 对于任意 Dataway 编辑文本框，将鼠标移至文本框，会自动弹出模式选择按钮，单击代码进入代码模式。 

2. 单击编辑文本框，弹出代码编辑器，单击 Java，进入 Java 脚本编辑器。

3. 编辑完成后，单击确定进行保存。

代码模式 Java 支持 集成流数据面板 引用。

Java 脚本需符合 JDK8 语法规定。

类名必须为 Handler，且必须定义一个签名为 Object eval(Message msg) 的函数作为入口函数。

不能删除，其它 import 语句可以根据类型使用需求在下面新增。

IDE 使用

脚本结构

import Message  

import DataRef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message. ;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message. ;

// 这行 import 固定，不能删除

import Message

import DataRef  

/**

 * dataway-java入口类，名称必须为 Handler

 */

public class Handler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message. ;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message.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0#data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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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模式 Java 对各数据类型提供充足支持，方便用户对各数据类型进行操作。

    /**

     * 入口函数，签名必须为 Object eval Message msg

     * @param msg 输入 Message 对象

     * @return 任意 dataway 支持的数据对象

     */

    public Object eval Message msg  

        return msg getPayload

    

( )

( ) {

. ();

}

}

数据类型

类型名 类型描述
对应 Python 

类型
类型举例 类型方法

null Java 中的空值 null None null 略

String
字符串，即 Java 原

生的字符串 String
str “abc” 略

Boolean
布尔值，即 Java 原

生布尔值 bool
bool true/false 略

float/Float
浮点数，即 Java 原

生浮点数 float
float 123.456 略

int/Integer
整数，即 Java 原生

整型 int

int

123 略

long/Long
长整数，即 Java 原

生长整型 Long
123L 略

short/Short
短整数，即 Java 原
生短整型 Short

123 略

byte[]
字节数组，即 Java 
字节数组类型 byte[]

bytes byte[]{1,2,3} 略

java.util.List
列表，序列类型容
器，即 Java 原生 

List 类型

list
new 
java.util.ArrayList<

>()

详情可参见 官方文档  

java.util.Map

字典，kv 类型容器，

即 Java 原生 Map 

类型

dict

new 

java.util.HashMap

<>()

详情可参见 官方文档  

java.time.OffsetDateTime

时间，即 Java 原生

的 

OffsetDateTime

datetime.dat

etime

java.time.OffsetDa

teTime.now()
详情可参见 官方文档  

java.time.LocalDate
日期，即 Java 原生

的 LocalDate

datetime.dat

e

java.time.LocalDat

e.now()
详情可参见 官方文档  

java.time.OffsetTime
时钟，即 Java 原生

的 OffsetTime

datetime.tim

e

java.time.OffsetTi

me.now()
详情可参见 官方文档  

java.math.BigDecimal
十进制数，即 Java 
原生的 BigDecimal

decimal.Deci
mal

new 

java.math.BigDeci

mal("1") 

详情可参见 官方文档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
message.Entity（数据连接器特有类型）

即数据连接器中的实
体数据，用于代表一

个二进制对象，以 

Entity 类型进行访

问，包括blob、

Entity HTTP-listener 构造
消息中的 payload

详见“使用 Entity 对象”

https://docs.oracle.com/javase/8/docs/api/java/util/List.html
https://docs.oracle.com/javase/8/docs/api/java/util/Map.html
https://docs.oracle.com/javase/8/docs/api/java/time/OffsetDateTime.html
https://docs.oracle.com/javase/8/docs/api/java/time/LocalDate.html
https://docs.oracle.com/javase/8/docs/api/java/time/OffsetTime.html
https://docs.oracle.com/javase/8/docs/api/java/math/BigDecim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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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eType、

encoding 等信息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

message.Multimap（数据连接器特有类

型）

多值 map，类似于 

xml 而与 dict 不
同，该类型可以支持

重复的 key，继承自 

HashMap<String, 

List>

MultiMap

application/www-
form-urlencoded 

格式的数据解析之后得

到的对象

构建方法：Multimap(Map 

dict)

构建静态方法：Multimap 

fromSetEntry(Set<Map.
Entry> set)

获取特定键对应的第一个值：
Object getFirst(Object 

key)

获取特定键对应的所有值组成

的列表：List 

getAll(Object key)

获取键值对集合：

Set<Map.Entry> 

toSetEntry()

继承自 HashMap 的方法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
message.FormDataParts（数据连接器特

有类型）

数组+列表的数据结

构，类似于 Python 

中的 orderDict 结
构，继承自 

LinkedHashMap<

String, Object>

FormDataPar
ts

multipart/form-
data 格式的数据解析

后得到的对象

构建方法：

FormDataParts(String 

boundary)

获取特定关键词对应值（当关

键词为 int /long时，关键词
作为键的序号；其余情况，关

键词即为键）：Object 

get(Object key)

继承自 LinkedHashMap 

的方法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

message.Message（数据连接器特有类
型，不可通过 dataway  构建）

即数据连接器中的集

成流消息，以 

Message 类型进行

访问

Message

public Object 

eval(Message 

msg) 入口函数中的 

msg 参数

获取 payload：Object 

getPayload()

获取 Attributes：Map 

getAttrs()

获取 Variables：

Map<Object, Object> 

getVars() 或者 Object 

getVar(String name)

获取 Error：

DataWayError 
getError()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

message.DataSet（数据连接器特有类型，
不可通过 dataway  构建）

数据集成中的数据

集，通过数据集成组
件生成

RecordSet Builder 组件的输出

获取 id：Long getId()

获取 schema：Schema 

getSchema()

获取 partitions：Long 
getPartitions()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
message.Record（数据连接器特有类型，

不可通过 dataway  构建）

数据集成中的单条数
据，附有 schema 

Record 可通过 Foreach 组件
遍历 DataSet 获取

获取所有数据：List 
getData()

获取 schema：Schema 
getSchema()

获取特定关键词对应数据（当
关键词为 int / long时，关键

词为列序号；其余情况，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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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码模式 Java 中， 用 Entity 类型来表示数据连接器集成流中的实体数据，表示二进制数据的封装对象，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 blob、mimeType 以及 

encoding。

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访问 Entity 中的内容：

当前反序列化支持的 MIME 类型及其反序列化后的值类型如下：

词为字段名）：Object 

get(Object key)

是否包含字段名：boolean 

contains(String name)

获取字段名迭代器：

Iterator<String> 

getIterator()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

message.Schema（数据连接器特有类型，

不可通过 dataway  构建）

数据集成中的数据字

典，描述数据的元信

息 

Schema

可通过 Record 的 

getSchema() 方法

获取，对应于各项数据

获取所有字段信息：

RecordField[] 
getFields()

获取特定字段名对应字段信
息：RecordField 

getField(String name)

转化为类似 {"Fields":

[{"Name":"name","Type"

:"string"}]} 的字典形式：

Map<?,?> toMap()

com.tencent.ipaas.dataway.common.

message.RecordField（数据连接器特有

类型，不可通过 dataway 构建）

数据集成中的字段信

息，描述单个字段的

元信息 

Schema

可通过 Schema 的 

getField(name) 方

法获取 RecordField

获取字段名：String 

getName()

获取字段类型：String 

getType()

使用 Entity 对象

基础方法

组成部分 说明

blob 原始的二进制数据。

mimeType 表示二进制数据的内容格式，例如：application/json、application/www-form-urlencoded

encoding 表示二进制数据的字符编码格式，例如：utf-8、gbk 等。

访问方式 说明

byte[] getBlob() 获取该消息对象的负载数据，返回 byte[] 类型的对象。

String 

getMimeType()
获取该消息对象的 MIME 类型，返回 String 对象。

String getEncoding() 获取该消息对象的编码类型，返回 String 对象。

Object getValue()
根据 MIME 类型和编码类型，对负载数据 blob 进行反序列化，并返回其结果，该类型为代码模式 Java 类型系统中定义的类型

之一。

Object get(Object 

key)
根据 MIME 类型和编码类型对 message 的内容进行反序列化，并获取其中指定 key 的值。

text/plain → String

application/json →  Object，与 GSON 一致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Multimap

application/xml →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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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将值类型 data 封装为 Entity 类型，并返回。如下所示：

在 fromValue 函数内部，会先根据给定的 MIME 类型和编码类型尝试对 value 进行序列化得到 byte[] 类型的数据，然后再封装为 Entity 类型进行返回。

用于将 String 或者 byte[] 类型数据封装为 Entity 类型，并返回。如下所示：

fromBytes 函数中的 MIME 类型和编码类型参数校验规则与 fromValue 函数相似，不同的是不会对 MIME 类型的参数值进行限制，可以为任意的 MIME 类型。

Entity 对象在本质上是一个对二进制数据的封装对象，为方便使用，提供 entity.get() 等访问对象内容的方法。在使用这些功能时，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特殊操作下

系统会尝试先对 Entity 中的二进制数据进行反序列化解析，如果解析失败则会导致运行时错误。这些特殊操作包括：

在不符合条件的 Entity 对象上执行上述特殊操作，将会导致运行时错误。

application/csv → List<Map<String,String>>，即字段名与取值映射的列表

multipart/form-data → FormDataParts

构造方法

Entity.fromValue 静态方法

Entity fromValue Object value  String mimeType  String encoding. ( , , )

mimeType 参数必传，且目前支持的 MIME 类型有 text/plain、application/json、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application/csv、 

application/xml 和 multipart/form-data 六种。

encoding 参数必传，且支持任意合法的编码类型。

Entity.fromBytes 静态方法

Entity fromBytes Object data  String mimeType  String encoding. ( , , )

如果传递给 fromBytes 函数的 data 参数类型为 byte[] 类型，该函数会直接返回一个以 data、mimeType、encoding 作为参数构造的 Entity 对象。

如果传递的 data 是 String 数据，则会尝试根据 encoding 参数将其编码为 byte[] 类型，并构造成 Entity 对象。

使用限制

用 entity.getValue() 来获取解析后的结构化结果。

用 entity.get(key) 来获取结构化结果中的某项内容。



腾讯轻联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52 共260页

场景案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49:55

本文通过几个典型的场景案例说明 Dataway 在腾讯云数据连接器系统中应用。

腾讯云数据连接器对 企业微信 API  进行了封装，即企业微信连接器，用户可以通过可视化配置轻松完成成员管理、消息推送等多种操作。 

连接器隐藏了许多复杂的数据处理和 API 调用，例如：业务 API 都依赖 access_token 登录凭证来鉴权调用者身份，因此，在调用API前，都需要先获取 

access_token。

本示例将模拟 access_token 获取过程，并说明 Dataway 脚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鉴于业务 API 都依赖 access_token，access_token 必然会频繁使用，因此，在调用 API 获取 access_token 后，可以将其缓存起来，再次获取时直接从缓

存读取，减少API调用。整条流的配置如下，根据是否缓存了 access-token 将流执行分为两种情况，若已缓存，从缓存读取即可，否则，需要调用 API 获取 

access_token： 

使用 Dataway 获取 token

配置流程

https://work.weixin.qq.com/api/doc/90000/90135/9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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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条件判断组件组合在一起，将流执行分为了两种情况，若符合组件4的执行条件，则流向组件5和6，其余情况流向组件8、9、10和11。其中，组件4的执行条件

期望是一个条件表达式，因而使用 表达式  模式引用了"缓存-检查是否存在"组件2的输出，即是否缓存了 access-token。 

  

组件说明

条件判断（组件3、4、7）

缓存（组件2、5、11）

在缓存中，以键值"access-token"绑定 access_token 数据，由于键值是固定的，可以使用 文本  模式以字面量的方式输入"access-token"。

在缓存存储（组件11）中，还需要设置需要缓存的数据，即变量 access_token，可以使用 文本  模式通过集成流数据面板引用变量 access_toke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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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变量（组件6、8、11）

获取 access_token 的API需要 corpid 和 corpsecret 两个参数，在"企业微信"连接器中，这两个参数在连接器配置中直接输入即可。在示例中，通过"配置

变量"组件8设置变量 corpId 和 corpSecret 来表示这两个参数的获取过程。corpId 和 corpSecret 作为固定值，可以使用 文本  模式以字面量的方式输入。

示例图片中以 test-corpid  和 test-corpsecret  代替真实 corpid 和 secret，用户可跟随 企业微信 API  文档的引导，查询自己真实的 corpid 和 secret。

"配置变量"组件6和11将获取的 access_token 设置为变量，方便调用业务API等后续过程使用。组件11需要从 API 调用的响应数据中找到对应的 access-

token，这是一个数据处理过程，使用 表达式  模式对引用的API调用数据进行解析。

组件6从缓存中取出 access_token，直接使用 文本  模式引用"缓存-读取"组件的输出即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9
https://developer.work.weixin.qq.com/document/path/910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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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11需要从 API 调用的响应数据中找到 access-token，这是一个数据处理过程，使用 表达式  模式对引用的 API 调用数据进行解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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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请求"组件向企业微信 API 地址发起 get-token 请求调用，请求参数为变量中的 corpId 和 corpSecret，使用代码模式动态设置配置中的"URL 参数"。

无论是 Python 异或 Java 脚本，均可使用"集成流数据面板"引用变量 corpId 和 corpSecret。

HTTP 请求（组件9）

代码模式 Pytho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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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模式 Jav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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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ataway 可以完成数据类型的转换，例如 JSON 转换成 XML、XML 转换成 CSV 等，在此以 JSON 类型的数据转换成 XML 为例。

我们在流中预先使用"配置 Payload"组件将当前消息载荷（msg.payload）设置为 JSON 格式的 Entity 数据。

说明

实际使用时，企业微信连接器使用 XML 语言完成 get-token，本示例为了展示 Dataway 使用方式在流中复现了这一过程。Dataway 在其中主要的

作用是流转和预处理消息 Message ，实现动态赋值，并将数据交给上层调用组件使用。

将 JSON 类型输入转换成 XML 类型输入

输入数据

def dw_process msg

    return Entity from_value

        'name'  'zhangsan'

                'age'  12

                'male'  True

                'brothers'  'lisi'  'wangwu'

     mime_type="application/json"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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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配置 Payload"组件，模拟需要输入 XML 数据的组件，此时，可以使用 代码模式 Python  脚本将 JSON 数据转化为 XML 数据。

使用 Entity['^blob'] 获取二进制数据并解码，可以查看输出的 XML 结构字符串，如下所示：

代码模式 Python 脚本

def dw_process msg

    input_param = msg payload '^value'

    return Entity from_value

        'root'  

            'name'  input_param 'name'

            'age'  input_param 'age'

            'male'  input_param 'male'

            'brothers'  input_param 'brothers'

            "@id"  "haha"

        

     mime_type="application/xm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数据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oot id="haha">

    <name>zhangsan</name>

    <age>12</age>

    <male>true</male>

    <brothers>lisi</brothers>

    <brothers>wangwu</brothers>

</root>

说明

Dataway 表达式通过 Entity 类型提供强大的数据转换功能，通过设置不同的 MIME 类型，可以实现不同类型之间的数据转换。详情请参见 基本概念-

MIME 类型支持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0#mim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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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07 17:50:00

Dataway Python 表达式基于 Python3 语言进行封装，在 Python 的基础上进行了功能的裁剪，并要求必须定义合法的入口函数 dw_process(msg)。因此，

所有的 DataWay 表达式正常执行结束之后都会有最终的返回值，但 “Python脚本” 却可以没有明确返回值。

目前几乎所有的数据连接器核心组件都具有表达式求值的能力，Dataway 是数据连接器具有动态求值能力的关键所在。

1. 排除 Dataway 脚本的语法错误，确保在 Dataway 编辑时通过语法检查。

2. 通过查看运行错误日志，定位 Dataway 脚本的错误原因及脚本错误行数，进行问题分析和定位。

3. 您也可以通过 Dataway 脚本调试  进行问题排查。

Dataway 默认支持的内置模块仅包含 time、json、math、base64、hmac、random、hashlib、Crypto、 socket、struct、decimal、urllib、csv 和 

datetime 模块。

一般而言，这些第三方模块对 Dataway 脚本而言已足够。如果确实有需求，需新增第三方模块，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经安全评估后，会为您开放该模块。

DataWay Python 表达式与 Python 脚本是什么关系？

DataWay 表达式在什么场景下使用？

Dataway 脚本运行错误如何解决？

如何使用其他第三方模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0/73957#dataway-debu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