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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微搭低代码是一个高性能的低代码开发平台，用户可通过拖拽式开发，可视化配置构建 PC Web、H5 和小

程序应用。支持打通企业内部数据，轻松实现企业微信管理、工作流、消息推送、用户权限等能力，实现企业内部

系统管理。连接微信生态，和微信支付、腾讯会议，腾讯文档等腾讯 SaaS 产品深度打通，支持原生小程序，助力

企业内外部运营协同和营销管理。

您可以观看以下视频快速了解微搭：

点击查看视频

基本概念

在使用微搭之前，需要理解相关的概念，让您更快速的使用微搭。

名称 概念

控制台 微搭提供的 Web 控制界面，可用于管理环境和资源、应用编辑、数据管理

环境
微搭后端服务单元，每个环境内独立拥有资源、独立计费，并且有唯一的环境 ID 标识。环境

用于存放应用

应

用

自定

义应

用

支持小程序、H5、PC Web 应用。一个微搭账号可授权发布同主体下的所有小程序，H5和

PC应用支持免注册提供默认域名，也可以自定义域名

模型

应用
基于数据模型自动生成增删查改页面，适用于管理后台、企业 OA、审批等场景

数据模型
微搭支持根据业务对象建立数据模型以及管理业务数据。开发者也可以通过自定义数据模型，

实现自定义数据逻辑或联通外部数据

API 支持打通外部应用数据和接口或使用代码来实现业务逻辑。开发者可以在应用、工作流中使用

应用编辑器 支持拖拽开发，支持编辑，保存，实时预览，发布应用流程

低代码编辑

器
需一定的 JavaScript 基础，可根据业务需求完善应用的逻辑丰富度和复杂度

数据管理后

台
管理标准数据模型的业务数据。自定义数据模型的数据需要进入第三方平台自行管理

产品简介

产品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09 16:12:56

https://cloud.tencent.com/edu/learning/quick-play/3449-60985?source=gw.doc.media&withPoster=1&notip=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72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72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84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84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532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579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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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概念

工作流
将一系列业务活动抽象为不同类型的“流程节点”，通过流程编辑器进行连接。可实现业务流

程触发、流转、审批、消息通知等操作

用户权限
可为不同用户分配不同角色，管控不同用户可以访问的应用、查看的页面、参与的审批流程以

及可以操作数据的范围

企业工作台 为用户预置了统一的标准化企业工作台，包含统一的用户登录、消息通知、待办通知等功能

产品架构

腾讯云微搭低代码提供了应用开发的一站式低代码开发服务，从底层能力迭代至行业级方案，云原生全链路支撑为

您的应用保驾护航，让您能够完全专注于业务场景，小白也可以极速搭建出成熟、专业的应用。

腾讯云微搭的产品架构如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593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72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5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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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微搭低代码可用于应用开发平台、企业应用管理平台和服务商平台，满足多应用场景需求，实现从开发到营

销的生态流通。

小程序开发场景

微搭可以支持小程序应用开发，并且可以在微搭平台闭环小程序注册，授权认证，应用开发，预览，发布，提交审

核的全流程。

小程序注册：支持快速注册个人/企业小程序，企业小程序可免300元认证费

小程序授权：支持小程序授权到微搭平台上，实现微搭平台开发闭环

小程序开发：支持拖拽式开发，预览，发布，提交审核全流程

电商类小程序：兼容微信电商中台规范，自带担保交易，无需改造直接绑定视频号

H5/Web 端开发场景

微搭可以支持 H5、PC Web 端应用开发，支持展示类，表单类，企业官网等各种场景的开发。

应用开发，丰富的 官方组件库，拖拽式开发体验

构建 数据源，可通过数据管理后台配置前端页面数据

用户权限，实现用户角色权限限制不同应用访问

工作流，支持用户将业务流程抽象，实现流程触发，流转，审批，消息推送等能力

企业级应用开发场景

腾讯云微搭低代码作为企业管理平台，具有企业级、系统化管理能力。

可轻松实现多人/多团队协作、表单构建、用户权限管理、工作流管理等能力，助力企业快速打造高质量应用。可使

用 模型应用 实现企业级应用开发。

存量应用迁移开发场景

可支持存量数据及历史系统对接，实现存量应用迁移，也可以支持基于存量应用在微搭上进行二次开发。

外部数据源 连接存量应用数据

前端页面通过微搭搭建

通过 变量 实现组件与数据的绑定

支持混合开发模式，存量应用无需再次重构

务商 发模式

应用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6 15:26: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576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551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588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591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5165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7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772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72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84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70384


腾讯云微搭低代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 共16页

服务商开发模式

腾讯云微搭低代码作为服务商平台，可轻松助力 服务商 对模板、应用、组件和数据等物料进行管理；也可作为客户

应用的管理平台，管理不同用户的多个应用，在平台上为客户提供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5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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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微搭低代码为您提供了一站式的低代码开发服务，为您提高开发效率，保证应用快速上线。

微搭链接腾讯 SaaS 生态

微搭基于腾讯云底层资源/技术/生态赋能。

多环节整合微信生态能力，实现外部客户运营和营销。

打通企业微信能力，实现内部客户沉淀。

链接腾讯会议、腾讯文档、微信支付、腾讯广告等腾讯内部生态。

微信生态能力

多环节整合微信生态能力，快速赋能。

提供微信开发能力，链路免鉴权。

集成微信交易能力，轻松接入交易组件和商品库。

结合视频号、搜一搜满足流量接入。

结合企业微信工作台，支持消息提醒、应用发布。

企业微信能力

产品优势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7: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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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企业微信组织架构和用户角色。

企微管理员授权微搭的方式将可见范围的用户一键同步。

应用可发布至企业工作台。

多行业解决方案

多维行业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快速落地行业应用。

深入探索行业场景，挖掘数字化解决方案。

提供垂直行业模板，打造产品行业级解决能力。

已支持政务、工业、零售、教育、餐饮、电商等行业

扩展体系，对接存量数据系统

提供自由度高的扩展体系，满足个性化业务场景。

支持内部数据源和外部第三方数据源。

支持自定义组件，轻松实现组件定制。

支持模板生成和模板上架。

拖拽式开发体验

页面可视化拖拽搭建和布局，上手门槛低。

表单组件拖拽布局，配置属性丰富，自由度高。

极简开发流程，小白也能3分钟极速实现应用的开发、发布和运维。

一页多端

拖拽搭建一份前端页面可用于发布多端应用。

支持多应用同构，一份代码，多个产物。

支持小程序、 H5 应用和 PC Web 应用。

多小程序管理发布

轻松实现多个小程序一站式管理。

支持同主体下多个小程序的开发和管理。

支持小程序的快速审核和发布上线。

多 队协作 发



腾讯云微搭低代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 共16页

多团队协作开发

应用项目的多团队协作管理。

支持主和子账号协同开发。

子账号数量不设限。

云原生一体化

以云开发作为强大的底层支持，应用生产的全链路天然打通，具备云开发的高性能。

服务高可用，最大限度地保障应用的稳定性、安全性和高并发。

支持自动弹性扩缩，能够从底层极大地节省应用消耗。

基于云开发的数据模型管理和服务管理，轻松实现端对端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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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搭主要包含 数据模型、API、应用编辑器、工作流、用户角色权限 等功能，本文主要对各功能中的名词基础概念

进行介绍。

环境

环境基础概念

产品名词 说明

环境概念

环境用于存放应用。应用包含的静态资源（图片、视频等）、数据源数

据、资源访问等，对应消耗环境中的存储、数据库、和 CDN 流量等资

源。微搭平台依据应用 DAU（日活跃用户数量），提供了 A、B、C、

D、E 共 5 个梯度资源包。您可根据应用资源的消耗，选购合适的资源

包。

环境销毁
用户可前往管理中心 > 资源管理页面，找到对应环境，在资源概览面板的

操作行下单击更多并单击销毁环境即可。

应用管理

应用类型

产品名词 说明

空白应用
使用应用编辑器进行自定义的应用搭建,适用于定制化要求较高的场景，用

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应用的构建

数据模型应用
通过数据源快速生成应用管理后台并支持用户权限、流程等功能，适用于

管理后台类页面搭建

模板应用
使用微搭预置的模板快速的进行应用搭建，适用于需要快速搭建应用并且

对定制化要求较低的场景

应用场景

产品名词 说明

门户场景应用
通过预置的门户组件快速完成门户官网搭建，适用于企业门户和官网建

站，定制化要求较高的场景，支持小程序和 Web 端

平台基础概念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8 10:20: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84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84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532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772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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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词 说明

表单场景应用
通过预置的表单组件快速完成表单应用搭建，适用于表单信息的收集，定

制化要求较高的场景，支持小程序和 Web 端

数据管理应用
通过新建数据源自动生成企业后台模型应用，适用于需要搭建数据管理后

台等场景，支持用户权限管理以及流程管理

应用基础信息

产品名词 说明

应用标识 应用的唯一标识

小程序 appid 当前应用已绑定小程序的 appid

构建平台
用于进行应用构建平台的切换，目前微搭支持小程序、PC、H5 三种平台

的构建

用户权限

用户

产品名词 说明

内部用户
在微搭平台用户角色内创建的 用户。即应用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账号权限

访问企业工作台

匿名访客 未在微搭平台分配角色权限的用户，匿名访客不允许访问企业工作台。

角色与权限

产品名词 说明

自定义应用访问权限 控制用户的自定义应用访问权限

模型应用访问权限 控制用户的模型应用访问权限

数据源权限 控制用户对数据源的查看与修改权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01/6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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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词 说明

流程权限 控制用户对流程的访问权限

企业工作台权限 控制用户对企业工作台的登录与配置权限

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基础信息

产品名词 说明

标准数据模型
简单、易用的业务数据模型，数据存储在腾讯云微搭低代码提供的数据

库。使用微搭标准方式进行数据读写、权限控制等

自定义数据模型
支持将外部数据以模型化的方式接入腾讯云微搭低代码平台，开发者可自

定义数据读写逻辑、权限控制等

系统数据模型 腾讯云微搭低代码平台环境内默认创建且包含一定约束的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标识
数据模型的唯一标识，在微搭应用编辑器、自定义代码中可借助此标识来

使用数据模型能力

数据模型状态
未发布：仅支持在实时预览与体验版应用中使用

已发布：支持在正式版应用中使用

模型字段

产品名词 说明

字段标识 模型字段的唯一标识，常用于数据的增删改查操作

数据类型 模型字段对应的数据类型，可根据需求进行自定义配置

是否必填 设为必填后，该字段不可输出空值

是否唯一 设为唯一后，该字段不可输出重复值

是否枚举 该字段只能在设置的枚举值中取值，例如男、女

模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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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词 说明产品名词 说明

方法标识 模型方法的唯一标识，常用于模型方法的调用场景

标准数据模型方法
在标准数据模型中，微搭提供了 5 种内置的模型方法，用于增删改查等常

见场景

自定义数据模型方法
在自定义数据模型中，微搭支持使用自定义代码的方式自行实现 5 种模型

方法，用于增删改查等常见场景

数据管理后台

产品名词 说明

体验数据 可被实时预览、体验版应用进行调用或新增

正式数据 可被正式版应用进行调用或新增

API

基础信息

产品名词 说明

标识
API 的唯一标识，在微搭应用编辑器、自定义代码中可借助此标识来使用

数据模型能力

API 状态
正常：已完成鉴权，可正常使用

鉴权失效：当前鉴权已失效，需要重新授权

腾讯会议
帮助开发者在应用中使用腾讯会议开放能力，例如创建一个会议，修改会

议，查询会议信息等

腾讯文档
帮助开发者在应用中使用腾讯文档开放能力，例如读取表格信息，将数据

写入腾讯文档等

腾讯地图 帮助开发者在应用中使用腾讯地图开放能力，例如获取路线等

API 方法

产品名词 说明

方法标识 方法的唯一标识，常用于API调用的场景

方法入参 调用 API 时，需要传入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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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词 说明

方法出参 当 API 方法被正常调用时，返回的结果

应用编辑器

应用编辑器基础概念

产品名词 说明

页面 应用构建的基础，用于承载应用中前端展示的内容

组件
用于在编辑器中进行页面的构建，不同的组件存在不同的使用方式与使用

场景

组件插槽
支持在插槽中插入组件，根据组件特性不同，每个组件插槽所具备的功能

也存在差异

组件行为 用于构建应用的交互逻辑，根据组件的触发条件执行对应的动作

区块
使用组件按照常见场景搭建的功能模块，可根据需求选择使用，同时区块

也支持自定义保存

大纲树 展示页面当前组件的结构，并且可以对结构进行调整

实时预览 开启后可在预览区体验应用逻辑与数据的交互并对应用进行调试

变量

普通变量：可自定义数据类型、基础值的变量

模型变量：用于与数据源进行连接的变量

参数变量：页面间进行跳转传参时创建的变量

状态变量：在进行变量绑定时，模型变量与普通变量统称为状态变量

应用发布
体验版：使用微搭的体验数据进行发布

正式版：使用微搭的正式数据进行发布

企业工作台
数据模型应用发布时会发布到微搭企业工作台中，需要使用微搭的用户体

系进行登录

工作流

工作流基础信息

产品名词 说明

工作流标识 工作流的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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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词 说明

工作流状态
未发布：仅支持在实时预览与体验版应用中使用

已发布：支持在正式版应用中使用

流程编辑器

产品名词 说明

触发时机 通过在企业工作台中对关联数据源进行增删改的操作来使流程触发

审批节点
在审批场景下，需要用到“审批节点”，并在审批通过或者驳回后进行相

应的数据状态变更，或发送通知给相关业务执行人。

发送通知
可通过配置“通知节点”实现当数据满足某种条件时或者某个定时条件下

自动发送不同类型的通知触达用户

数据表操作 更新某条记录中的一个或多个字段的值（本表字段或关联他表字段）

分支节点 通过分支节点的条件设置，使满足不同数据条件的数据走不同的分支流程

其他功能

模板

产品名词 说明

模板中心 模板中心提供微搭官方的免费模板，支持安装使用与二次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