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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教程
小程序
教学案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1 17:28:16
本文列出几个经典的小程序开发实战案例，通过实战帮您快速了解并使用云开发能力。

官方案例
初级教程
相册小程序：通过实战“个人相册小程序”开发，教您借助小程序·云开发能力，提升功能开发效率，提升数据隐私保护能力。详情请参见 相册小程序。

中级教程
AI 名片小程序：通过实战“名片小程序”开发， 教您借助小程序·云开发能力，提升功能开发效率，在商务礼仪中更能出色的展现自己。详情请参见 AI 名片小
程序。

高级教程
美食地图小程序：通过实战“美食地图小程序”开发， 教您借助小程序·云开发能力，提升功能开发效率，将一个纯线上的应用，变成一个 O2O 应用。详情请
参见 美食地图小程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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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像小程序开发实践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21 10:05:42
本项目为云开发头像合成小程序，可以用于在小程序端生成包含不同边框的头像。

准备工作
1. 注册腾讯云。
2. 开通了小程序·云开发的小程序，详情请参见 小程序端快速入门。
3. 开通 数据万象。

步骤1：克隆本项目到本地并导入
将 云开发·头像小程序 Demo 克隆到本地，并使用您自己的小程序账号导入项目。

步骤2：创建存储桶
1. 登录 数据万象控制台。
2. 单击绑定存储桶，配置如下选项：
新增方式：选择新建。
存储桶名称：仅支持小写字母、数字和 - 的组合，不能超过50字符。本文以 avatar 为例。
所属地区：选择存储桶开通的地域。本文以广州为例。
访问权限：
私有读写：只有该存储桶的创建者及有相应权限的账号才对该存储桶中的对象有读写权限，其他任何人对该存储桶中的对象都没有读写权限。
公有读私有写：任何人（包括匿名访问者）都对该存储桶中的对象有读权限，但只有存储桶创建者及有相应权限的账号才对该存储桶中的对象有写权限。
公有读写：任何人（包括匿名访问者）都对该存储桶中的对象有读权限和写权限，不推荐使用。
CDN 加速：CDN 加速默认关闭，您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求选择开启或关闭。开启 CDN 加速后，用户可通过腾讯云 CDN 节点中转文件实现加速访问。

3. 单击确定即可创建存储桶。

步骤3：上传文件
1. 单击 步骤2 创建的存储桶，进入存储桶管理页面。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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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上传文件，将项目根目录中 avatar-outer 目录的文件上传到存储桶 。具体效果如图：

步骤4：配置云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配置云函数。在项目根目录中的 cloudfunctions/image 目录下的 config.js 中存放着需要配置的几个项目，具体如下：
module.exports = {
COS_SECRETID: "", // COS 的 Secret ID ,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pi 获取
COS_SECRETKEY: "", // COS 的 Secret Key， 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pi 获取
DOMAIN: "", // 数据万象的域名 ，从 Bucket 详情页面获取
BUCKET: "", // Bucket 名称 ，您自己创建的 Bucket ，可以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i/bucket 找到
REGION: "", // 节点名，例如 ap-shanghai 、ap-guangzhou、ap-chengdu
};

获取方式如下：
COS_SECRETID 与 COS_SECRETKEY：可以在 访问管理 API 密钥管理页面中获取。
REGION 和 BUCKET：可以从您所创建的存储桶详情页获取。如果您所属地区是广州，则此项目填写 ap-guangzhou。
DOMAIN ：可以从存储桶管理页面中的域名管理处获取。

步骤5：部署云函数
配置完成后， 您需要上传，并部署云函数（选择云端安装依赖）。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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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查看效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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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如何替换风格或新增风格？
做好相应的边框，上传到数据万象的根目录，以 headX.png 来命名，其中 X 为 1，2，3，4 等数字。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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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交友小程序开发实践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26 14:28:46
本文介绍如何用云开发相关能力，快速完成一个校园交友小程序的开发。并围绕抽个对象和我的纸条两个页面进行功能展示和讲解。

说明：
本实例教程所涉及到的相关源码材料，均已得到相应授权。

准备工作
1. 注册腾讯云。
2. 开通了云开发的小程序，详情请参见 小程序端快速入门。

操作流程
具体操作流程可分为以下6步。更多详情可参见 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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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写登录功能及主页代码

2

主页逻辑处理

3

实现抽取纸条功能

4

我的纸条页面设计

5

我的纸条页面逻辑处理

6

细节补充

数据库表的设计
将用户的登录与用户对应放入的纸条数据分离开，就要建个users_school表来存储微信小程序用户，所有用户放入的纸条再建一个body_girl_yun表，为了
便于让用户管理抽出的纸条就再建一个body_girl_yun_put表用来存储所有用户抽出的纸条。
打开微信开发者工具，单击云开发进入云开发控制台 > 数据库页面。单击新建按钮创建 users_school、body_girl_yun 和 body_girl_yun_put 三个集
合，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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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编写登录功能及主页代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26 13:02:05
本文主要围绕主页的 index.wxml 和 index.wxss 进行讲解，更多 index 前端页面代码细节可参见 index 前端页面 和 index 页面样式。

操作步骤
小程序配置及页面创建
1. app.json 中，配置两个页面的路径：
"pages": [
"pages/index/index",
"pages/history/history"
]

配置好后刷新开发者工具，就会在页面 pages 文件夹下生成 index，history 文件夹以及对应的 .js，.wxml， .wxss 和 .json 文件。
2. 在 app.json 中设置 tabbar 的位置，在页面顶部以及设置里面的内容：
"tabBar": {
"color": "black",
"selectedColor": "#D00000",
"position": "top",
"list": [{
"pagePath": "pages/index/index",
"text": "抽个对象"
},
{
"pagePath": "pages/history/history",
"text": "我的纸条"
}
]
},

3. 在 app.js 里新增全局的数据，用来存放当前用户的 openId：
this.globalData = {
openId: ''
}

实现用户登录功能及 openId 的记录
1. 右击当前环境文件夹，单击新建 Node.js 云函数，并将文件命名为 login_yun。

2. 进入 login_yun 目录下的 index.js 文件，在 cloud.init() 函数内配置环境。
cloud.ini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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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 参数说明：
// env 参数决定接下来小程序发起的云开发调用（wx.cloud.xxx）会默认请求到哪个云环境的资源
// 此处请填入环境 ID, 环境 ID 可打开云控制台查看
// 如不填则使用默认环境（第一个创建的环境）
// env: 'my-env-id',
env: 'cloud1234567890XXXXXXX'
}
)

3. 在云函数入口函数里进行 openId 的操作
exports.main = async (event, context) => {
const wxContext = cloud.getWXContext()
const openId = md5(wxContext.OPENID)
// 查询这个openid下有无数据
let user_data = await db.collection("users_school").where({
openId: openId
}).get()
// 没有此用户则将openId添加到数据库
if(user_data.data.length === 0){
try{
let data_add = await db.collection("users_school").add({
data: {
openId: openId
}
})
return {
data_add,
openId,
status: 202 // 新添加的数据
}
}
catch(e){
console.error(e)
}
// 有了则直接返回
}else{
return {
user_data,
status: 200 // 已经有了用户
}
}
}

4. 然后右击 login_yun 文件夹，单击上传并部署：云端安装依赖，即完成了云函数的编写。

5. 登录功能的云函数的调用，是在 index 页面加载 index.js 时进行调用，且在 onload 的生命周期中。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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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that = this
if (wx.getUserProfile) {
that.setData({
canIUseGetUserProfile: false,
})
}
wx.cloud.callFunction({
name: 'login_yun' // 调用云函数
}).then(res => {
console.log(res)
if(res.result.status === 200){
// 存到全局的globalData里，便于后续使用
app.globalData.openId = res.result.user_data.data[0].openId
}else{
app.globalData.openId = res.result.openId
}
})

编写 index 前端页面
1. 顶部的轮播图，直接可以用小程序提供的 swiper 加上 swiper-item 标签来实现。
<view class="swiper_view">
<swiper autoplay="true" interval="3000" duration="500" circular="true" class="swiper">
<swiper-item>
<image mode="widthFix" src="../../images/_2.jpg"></image>
</swiper-item>
<swiper-item>
<image mode="widthFix" src="../../images/_1.png"></image>
</swiper-item>
</swiper>
<!-- scaleToFill -->
</view>

2. 中间的盒子部分用基本的标签、图片和 CSS 样式来编写。单击放入与抽取都会跳出一个收集信息的框，使用 bindtap 来绑定点击的事件，并在 index.js 里
处理对应的事件。
<view class="body_bottom">
<view class="body_bottom_put" bindtap="putBody">放入一张男生纸条</view>
<view class="body_bottom_out" bindtap="outBody">抽取一张男生纸条</view>
</view>

3. 黑遮罩层用一个 view 标签，结合 CSS 的样式来完成。点击遮罩层对应 cancelHide 来隐藏遮罩层。
<view class="hide" wx:if="{{putBodyMask || outBodyMask || putGirlMask || outGirlMask || xuzhiMask || xieyiMask}}" bindtap="c
ancelHide"></view>

CSS 占满整个屏幕，加上颜色与透明度即可。
/* 遮罩层 */
.hide {
width: 100vw;
height: 100vh;
background-color: black;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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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city: 0.5;
position: fixed;
top: 0vw;
left: 0vh;
}

4. 男女生放入与抽取的弹出框，picker 用来选择分类的不同的学校。
<picker bindchange="bindSchoolChangePut" value="{{indexBody4}}" range="{{arrayBody4}}" class="out_body_content_2_pic
ker">
<view>
- {{arrayBody4[indexBody4]}} </view>
</picker>

5. 将 index 前端页面和样式细化后，最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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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主页逻辑处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26 13:02:12
本文主要围绕主页的 index.js 进行讲解，更多详情请参见 主页逻辑代码。

操作步骤
1. 进入 index.js 页面，在 onload 的生命周期里，调用 login_yun 云函数实现登录的操作。
wx.cloud.callFunction({
name: 'login_yun'
}).then(res => {
console.log(res)
if(res.result.status === 200){
app.globalData.openId = res.result.user_data.data[0].openId
}else{
app.globalData.openId = res.result.openId
}
})

2. 在 index.js 页面，添加 data 存放所需要的数据。
data: {
// 遮罩层标志
putBodyMask: false,
putGirlMask: false,
xuzhiMask: true,
// 抽出的遮罩层
outBodyMask: false,
outGirlMask: false,
// 交友宣言
textareaBody: '',
textareaGirl: '',
// qq微信号
numberBody: '',
numberGirl: '',
// 上传图片预览的src
srcListBody: [],
srcListGirl: [],
// 放入的学校
arrayBody4: ["河南理工大学", "焦作大学", "焦作师范"],
indexBody4: 0,
// 纸条的生命
arrayBody2: ["被抽中一次销毁", "被抽中两次销毁", "被抽中三次销毁"],
indexBody2: 0,
arrayBody3: ["河南理工大学", "焦作大学", "焦作师范"],
indexBody3: 0,
// 放入的学校
arrayGirl4: ["河南理工大学", "焦作大学", "焦作师范"],
indexGirl4: 0
// 纸条的生命
arrayGirl2: ["被抽中一次销毁", "被抽中两次销毁", "被抽中三次销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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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Girl2: 0,
arrayGirl3: ["河南理工大学", "焦作大学", "焦作师范"],
indexGirl3: 0,
// 添加图片的加号
addMask: true
},

3. 学校选择的逻辑。
i. picker 中 bindchange="bindSchoolChangePut"，通过 bindSchoolChangePut 来触发学校改变的事件，选择对应的学校。
ii. e.detail.value 来获取在 data 中绑定的学校的列表索引。
// 放入时，学校的选择
bindSchoolChangePut: function(e){
this.setData({
indexBody4: parseInt(e.detail.value)
})
}

4. 在点击确认放入，触发对应的surePutBodyBtns事件，再进行判断，进而实现限制交友宣言长度。
if(that.data.textareaBody.length < 20){
return wx.showToast({
title: '交友宣言太短',
icon: 'error',
duration: 2000
})
}

5. 上传微信号的正则匹配。
if(!(/^(((13[0-9]{1})|(15[0-9]{1})|(18[0-9]{1})|(17[0-9]{1}))+\d{8})$/).test(that.data.numberBody) && !(/^[a-zA-Z]([-_a-zA-Z0-9]
{6,20})$/).test(that.data.numberBody)){
return wx.showToast({
title: '微信号格式错误',
icon: 'error',
duration: 2000
})
}

微信官方定义的微信号规则：
可使用6-20个字母、数字、下划线和减号。
必须以字母开头（字母不区分大小写）。
不支持设置中文。

6. 实现本地图片的选择，一次上传限制一张，并且进行图片大小的限制，cloudPath 随机配置存储在云存储里的路径。
// 选择本地图片
chooseImgGirl: function(){
const that = this
wx.chooseImage({
count: 5,
sizeType: ['original', 'compressed'],
sourceType: ['album', 'camera'],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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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res) {
// tempFilePath可以作为img标签的src属性显示图片
if(res.tempFiles[0].size > 1200000){
return wx.showToast({
title: '图片过大',
icon: 'error',
duration: 2000
})
}
const filePath = res.tempFilePaths[0]
let timeStamp = Date.parse(new Date());
const cloudPath = "image/" + timeStamp + filePath.match(/\.[^.]+?$/)[0]
that.pageData.filePath = filePath
that.pageData.cloudPath = cloudPath
that.setData({
srcListGirl: res.tempFilePaths
})
}
})

7. 单击纸条的生命，相应值的选择对应数据库 life 字段。

8. 点击确认放入之后，相应逻辑是先上传图片，再上传 location，weChatId 等信息到 body_girl_yun 表，上传成功要跳转到 history 页面。
// 上传图片的api，先上传图片到云存储
wx.cloud.uploadFile({
cloudPath,
filePath,
success: function(res){
wx.hideLoading()
wx.showLoading({
title: '信息上传中',
mask: true
})
// 上传图片完成后上传数据
db.collection("body_girl_yun").add({
data: {
location: that.data.indexGirl4,
weChatId: that.data.numberGir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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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res.fileID,
life: parseInt(that.data.indexGirl2) + 1,
des: that.data.textareaGirl,
sex: 2,
openId: app.globalData.openId,
time: new Date().getTime()
}
}).then(result => {
wx.hideLoading()
that.pageData = {
filePath: '',
cloudPath: ''
}
that.setData({
putGirlMask: false,
srcListGirl: [],
textareaGirl: '',
numberGirl: ''
})
// 上传完成后跳转到history页
wx.switchTab({
url: '/pages/history/history',
success: res=>{
wx.showToast({
title: '放入纸条成功',
icon: 'success'
})
},
fail: err => {
wx.showToast({
title: err,
icon: 'error'
})
}
})
}
})

9. 页面底部两个点击事件：联系客服与uu须知。联系客服主要是在 index.wxml 里通过小程序的 open-type=“concat” 来实现。index.wxml
<!-- 底部的通知 -->
<view class="bottom_view">
<button bindtap="xuzhi">UU须知</button>
<!-- <text class="heng">|</text> -->
<button bindcontact="contact" open-type="contact">遇到问题？联系客服</button>
</view>

index.js
// 点击UU须知
xuzhi: function(){
this.setData({
xuzhiMask: tru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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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系客服
contact: function(){
console.log()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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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实现抽取纸条功能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26 13:02:16
本文主要继续围绕主页的 index.js 进行抽取纸条功能的讲解，更多详情请参见 主页逻辑代码。

操作步骤
1. 随机抽取可以用微信开放文档提供的 开发者资源 来查找，进行随机的查询抽取，抽取的条件是“性别，学校和生命值必须大于0”。
// 随机抽取
db.collection('body_girl_yun').aggregate().match({
sex: 1,
location: parseInt(that.data.indexBody3),
life: _.gt(0) // 生命值要大于0
}).sample({ size: 1}).end()

2. 抽到则处理，抽不到则提示处理时要把生命值减1。
// 数据库没有这个学校的男生的纸条就
if(res.list.length == 0){
return wx.showToast({
title: '此学校暂无纸条',
icon: 'error',
mask: true
})
}
// 抽取到了纸条，则进行操作
// 生命值减一， 生命值为0的不会抽出来
db.collection('body_girl_yun').where({
_id: res.list[0]._id
}).update({
data: {
life: parseInt(res.list[0].life) - 1
}
}).then( resultUpdate => {
wx.showToast({
title: '抽取成功',
icon: 'success',
mask: true
})
}).catch(err=>{
wx.showToast({
title: err,
icon: 'error'
})
})

3. 把数据写到 body_girl_yun_put 表中。
// 并将数据添加到 body_girl_yun_put
db.collection('body_girl_yun_put').add({
data: {
picture: res.list[0].picture,
des: res.list[0].des,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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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res.list[0].location,
sex: res.list[0].sex,
weChatId: res.list[0].weChatId,
openId: app.globalData.openId,
time: new Date().getTime()
}
}).then( resultAdd => {
}).catch(err=>{
wx.showToast({
title: err,
icon: 'error'
})
})
})

4. 数据存入成功则跳转页面 history。
wx.switchTab({
url: '/pages/history/history',
success: res=>{
wx.showToast({
title: '抽出纸条成功',
icon: 'success'
})
},
fail: err => {
}
})
that.setData({
outBodyMask: false
})

5. 加上提示框与 loading 效果，wx.showLoading， wx.hideLoading()， 并添加了一些基本的错误处理。
// 确认抽取一张男生纸条
sureOutBodyBtn: function(){
const that = this
wx.showLoading({
title: '随机抽取中',
mask: true
})
// 随机抽取
db.collection('body_girl_yun').aggregate().match({
sex: 1,
location: parseInt(that.data.indexBody3),
life: _.gt(0) // 生命值要大于0
}).sample({ size: 1}).end()
.then(res => {
wx.hideLoading()
// 数据库没有这个学校的男生的纸条就
if(res.list.length == 0){
return wx.showToas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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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此学校暂无纸条',
icon: 'error',
mask: true
})
}
console.log(res)
// 生命值减一， 生命值为0的不会抽出来
db.collection('body_girl_yun').where({
_id: res.list[0]._id
}).update({
data: {
life: parseInt(res.list[0].life) - 1
}
}).then( resultUpdate => {
wx.showToast({
title: '抽取成功',
icon: 'success',
mask: true
})
}).catch(err=>{
wx.showToast({
title: err,
icon: 'error'
})
})

// 并将数据添加到 body_girl_yun_put
db.collection('body_girl_yun_put').add({
data: {
picture: res.list[0].picture,
des: res.list[0].des,
location: res.list[0].location,
sex: res.list[0].sex,
weChatId: res.list[0].weChatId,
openId: app.globalData.openId,
time: new Date().getTime()
}
}).then( resultAdd => {
wx.switchTab({
url: '/pages/history/history',
success: res=>{
wx.showToast({
title: '抽出纸条成功',
icon: 'success'
})
},
fail: err => {
wx.showToast({
title: err,
icon: 'error'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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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sole.log("数据add"resultAdd)
that.setData({
outBodyMask: false
})
}).catch(err=>{
wx.showToast({
title: err,
icon: 'error'
})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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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我的纸条页面设计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26 13:02:20
本文主要围绕我的纸条前端页面 history.wxml 进行讲解，更多详情请参见 我的纸条前端代码。

操作步骤
我放入的纸条页面设计
1. 顶部的“我放入的纸条”与“我抽到的纸条”通过改变 active 的值来切换 class。
<view class="top_title">
<text class="{{active === true ? 'on': ''}}" bindtap="inBtn">我放入的纸条</text>
<text class="{{active === true ? '': 'on'}}" bindtap="outBtn">我抽到的纸条</text>
</view>

2. 前端 for 循环出每个数据进行展示。dataList 为在数据库查出来的数据，指明 wx:key。
<view class="put"
wx:for="{{dataListPut}}"
wx:key="_id"
>
<view class="putTop">
<view class="putTopImg">
<image src="{{item.picture}}"></image>
</view>
<view class="putTopDes">
<text>交友宣言:</text>{{item.des}}
</view>
</view>
</view>

在删除时需要数据的 _id，所以需要配合 JS 进行传递参数：data-id="{{item._id}}"。
<view class="putBottom">
<text>{{schoolList[item.location]}}</text>
<text>{{item.sex == 1? '男': '女'}}</text>
<text class="putBottomDelete" bindtap="deletePut" data-id="{{item._id}}">删除 !</text>
</view>

通过 e.target.dataset.id 获取到传递过来的参数。
deletePut: function(e){
const that = this
const _id = e.target.dataset.id

3. 实现交友宣言的3行，超出则用省略号展示。
.outTopDes_1{
height: 15vh;
overflow: hidden;
text-overflow: ellipsis;
display: -webkit-box;
-webkit-line-clam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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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box-orient: vertical;
word-break: break-all;
}

4. 前端判断是否有数据，没有数据则显示“空空如也”。
<view class="kong" wx:if="{{active === true? true: false}}" hidden="{{dataListPut.length == 0 ? false: true}}">空空如也</vie
w>
<view class="kong" wx:else hidden="{{dataListOut.length == 0 ? false: true}}">空空如也</view>

我抽到的纸条页面设计
1. 基本跟“我放入的纸条”页面相同。多出了微信号的展示位置，交友宣言的行数减少一行。微信号的居中显示：
.outTopDes_2{
color: rgb(62, 88, 238);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35rpx;
}

2. 用户上传的图片可在云开发控制台 > 存储 > 存储管理页面中获取。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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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我的纸条页面逻辑处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26 14:12:05
本文主要围绕我的纸条 history.js 进行讲解，更多详情请参见 我的纸条逻辑代码。

操作步骤
1. data 数据的设计。
active: true, // 用来改变当前选中的样式
dataListPut: [], // 用来存put页面的数据
dataListOut: [],
schoolList: ["河南理工", "河南师范", "焦作师范"]

2. onload 生命周期的设计。
i. 因为这个页面没有获取用户 openId 的功能，所以需要先判断下是否已经获取到了用户的 openId。如果没有，则直接跳到 index 页面获取 openId，并
提示相应错误。
if(app.globalData.openId == ''){
wx.switchTab({
url: '/pages/index/index',
success: res => {
},
fail: err => {
wx.showToast({
title: err,
icon: 'error'
})
}
})
}

ii. 调用请求“我放入的纸条”的数据函数
that.getPutData()

3. 通过小程序开放文档提供查询方式，用用户的 openId 来获取到数据，并且把获取到的数据，通过 that.setData 给到 dataListPut 供页面渲染。
查询方法

作用

limit

来限制获取数据的条数

orderBy

数据排序

// 获取数据put
getPutData: function(e){
const that = this
db.collection('body_girl_yun').where({
openId: app.globalData.openId
}).limit(10).orderBy('time', 'desc').get().then(res => {
console.log(res)
if(res.data.length == 0){
that.setData({
dataListPut: res.data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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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wx.showToast({
title: '没有数据',
icon: 'none'
})
}
that.setData({
dataListPut: res.data
})
}).catch(err=>{
wx.showToast({
title: '加载数据失败',
icon: 'error'
})
})
},

4. 删除纸条的逻辑实现。
i. 实现删除提示。
wx.showModal({
title: '提示',
// content: '确认删除纸条?',
content: '删除后友友大厅将不可见，确认?',
success (res) {
})

ii. 如果用户确认删除，用 remove 通过前端传过来的 _id，对应唯一一个数据，进行删除，包括基本的错误处理。否则提示取消删除。
if (res.confirm) {
db.collection("body_girl_yun").where({
_id: _id
}).remove().then(res => {
wx.hideLoading()
if(res.errMsg == 'collection.remove:ok'){
that.getPutData()
}else{
wx.showToast({
title: '删除失败',
icon: 'error',
mask: true
})
}
}).catch(
console.error
)
} else if (res.cancel) {
wx.showToast({
title: '删除取消',
icon: 'error',
mask: true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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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行分页查询结合上划触底加载数据。
i. 通过 onReachBottom 触发事件。
/**
* 页面上拉触底事件的处理函数
*/
onReachBottom: function () {
if(this.data.active==true){
this.getPutDataBottom()
}else{
this.getOutDataBottom()
}
},

ii. 通过 skip(pagePut * 10).limit(10) 中的 pagePut 参数来记录页数。
iii. 通过 concat 进行新旧数据的拼接，并更新到页面。
// 上划触底的事件
getPutDataBottom: function(){
const that = this
let pagePut = that.data.pagePut + 1
db.collection('body_girl_yun').where({
openId: app.globalData.openId
}).skip(pagePut * 10).limit(10).orderBy('time', 'desc').get().then(res => {
console.log(res)
wx.hideLoading()
// 如果还有数据
if(res.data.length > 0){
// 通过concat进行数据的拼接
let all_data = that.data.dataListPut.concat(res.data)
that.setData({
dataListPut: all_data,
pagePut: pagePut
})
}else{
wx.hideLoading()
wx.showToast({
title: '没有更多数据',
icon: 'none'
})
}
})
},

6. 实现下拉刷新数据。
i. 需要先在 app.json 文件里配置开启下拉刷新功能 enablePullDownRefresh。
"window": {
"backgroundColor": "#FFCCFF",
"backgroundTextStyle": "light",
"navigationBarBackgroundColor": "#FFCC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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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onBarTitleText": "校园交U",
"navigationBarTextStyle": "black",
"enablePullDownRefresh": true
},

ii. 用户 onPullDownRefresh 下拉触发请求数据的函数，重新获取数据。
/**
* 页面相关事件处理函数--监听用户下拉动作
*/
onPullDownRefresh: function () {
if(this.data.active == true){
this.getPutData("pull")
}else{
this.getOutData("pull")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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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细节补充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26 13:02:28

操作步骤
1. 加上删除纸条的 showLoading 效果。
wx.showLoading({
title: '删除中',
mask: true
})

还有获取 put 数据的 showLoading 等。
2. 加上 showModal 提示。
wx.showModal({
title: '提示',
content: '确认删除纸条?',
success (res) {
})

至此，该小程序的全部功能已实现完成。更多详情请参见 示例代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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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实践教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1 16:33:28
云开发 CloudBase 提供了跨平台的登录鉴权功能，可基于此构建用户体系，包括匿名登录、邮箱登录、微信授权登录、自定义登录、用户名密码登录以及手机
短信验证码登录。

前提条件
开通环境 且计费模式选择按量计费。

登录鉴权方式
云开发 CloudBase 提供以下登录鉴权方式供不同的用户场景使用：
登录类型

场景

未登录

允许未登录后，用户将不需要登录即可访问应用。

匿名登录

用户以临时的匿名身份登录云开发，无需注册。

邮箱登录

用户使用自己的邮箱+密码登录。

微信授权登录

经微信公众平台授权的公众号网页。
经微信开放平台用授权的网站（需要认证）。

自定义登录

开发者可以完全接管登录流程，例如与自有的账号体系打通、自定义登录逻辑等。

用户名密码登录

用户使用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短信验证码登录

用户使用自己的手机号和验证码登录。

登录类型
未登录
1. 登录 云开发 CloudBase 控制台，在 登录授权 中，将未登录一栏打开。
2. 进入环境 > 安全配置页面，单击添加域名。
3. 设置自定义安全规则，放通未登录访问。
4. 初始化 SDK 发起调用。更多详情请参见 使用流程。

匿名登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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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云开发 CloudBase 控制台，在 登录授权 页面中，将匿名登录一栏打开，开启匿名登录。

2. 进入环境 > 安全配置页面，单击添加域名。

3. 登录流程编写。登录代码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xxxx-yyy'; //此处为环境 ID
});
const auth = app.auth();
async function login(){
await auth.anonymousAuthProvider().signIn();
// 匿名登录成功检测登录状态isAnonymous字段为true
const loginState = await auth.getLoginState();
console.log(loginState.isAnonymousAuth); // tru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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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n();

vue 编写

<template>
<div class="block">
<h1 class="title">会议管理系统登录</h1>
<el-form ref="form" :model="form" label-width="120px">
<el-form-item>
<el-button type="success" @click="onasy">匿名登录</el-button>
</el-form-item>
</el-form>
</div>
</template>
<script>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xxxx-yyy" //此处为环境 ID
});
export default {
name: "login",
data() {
return {
};
},
methods: {
onasy() {
const app = this.$cloudbase;
app
.auth({
persistence: "session",
})
.anonymousAuthProvider()
.signIn()
.then((res) => {
console.log(res);
this.$message({
message: "登录成功",
type: "success",
});
})
.catch((err) => {
console.log(err);
this.$message({
message: "请检查输入" + err,
type: "warning",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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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style scoped>
.block {
width: 40%;
margin: 50px auto;
}
.title {
margin-left: 30px;
border-left: 5px solid rgb(3, 89, 202);
padding-left: 10px;
}
</style>

mian.js

// The Vue build version to load with the `import` command
// (runtime-only or standalone) has been set in webpack.base.conf with an alias.
import Vue from 'vue'
import App from './App'
import VueRouter from 'vue-router'
import router from './router'
import ElementUI from 'element-ui';
import 'element-ui/lib/theme-chalk/index.css';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vue-provider";
Vue.use(Cloudbase, {
env: "xxxx-yyy" //此处为环境 ID
});
Vue.use(VueRouter);
Vue.use(ElementUI);
Vue.config.productionTip = false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xxxx-yyy' //此处为环境 ID
});
/* eslint-disable no-new */
new Vue({
el: '#app',
router,
render: h => h(App)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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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登录效果如下图所示：

邮箱登录
1. 进入 云开发 CloudBase 控制台，在 登录授权 设置页面中，开启邮箱登录。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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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配置发件人，填入您邮箱的 SMTP 账号信息。

3. 单击应用配置，设置您的应用名称和自动跳转链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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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成功邮箱会收到测试邮件。

5. 示例代码如下所示：初始化 SDK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使用邮箱注册账号

app
.auth()
.signUpWithEmailAndPassword(email, password)
.then(() => {
// 发送验证邮件成功
});

使用邮箱和密码登录 CloudBase

app
.auth()
.signInWithEmailAndPassword(email, password)
.then((loginState) => {
// 登录成功
});

vue 实战代码

<template>
<div class="block">
<h1 class="title">会议管理系统登录</h1>
<el-form ref="form" :model="form" label-width="120px">
<el-form-item label="请输入邮箱">
<el-input v-model="form.email" placeholder="请输入邮箱"></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item label="请输入密码">
<el-input
placeholder="请输入密码"
v-model="form.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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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password
></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item>
<el-button type="primary" @click="onSubmit">立即登录</el-button>
<el-button @click="onRegister">注册</el-button>
</el-form-item>
</el-form>
</div>
</template>
<script>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export default {
name: "login",
data() {
return {
form: {
email: "",
password: "",
},
};
},
methods: {
onSubmit() {
const app = this.$cloudbase;
app
.auth()
.signInWithEmailAndPassword(this.form.email, this.form.password)
.then((loginState) => {
console.log(loginState)
this.$message({
message: "登录成功",
type: "success",
});
})
.catch((err) => {
console.log(err);
this.$message({
message: "请检查输入",
type: "warning",
});
});
},
onRegister() {
const app = this.$cloudbase;
app
.auth()
.signUpWithEmailAndPassword(this.form.email, this.form.password)
.then((res) => {
this.$message({
message: "注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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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success",
});
})
.catch((err) => {
console.log(err);
this.$message({
message: "请检查输入",
type: "warning",
});
});
},
},
};
</script>
<style scoped>
.block {
width: 40%;
margin: 50px auto;
}
.title {
margin-left: 30px;
border-left: 5px solid rgb(3, 89, 202);
padding-left: 10px;
}
</style>

微信公众号登录
前提条件
在 注册公众号 页面，已成功注册服务号（“订阅号”没有“网页授权”接口的权限）。
登录新注册的服务号，进入设置 > 基本信息 > 微信认证栏，完成微信认证。
完成公众号添加网页授权域名。
进入开发 > 基础配置页面获取服务号的 AppId 与 AppSecret。
操作步骤
1. 登录 云开发 CloudBase 控制台，在 登录授权 中单击开启微信公众号登录授权。
2. 单击启用按钮后输入对应的 AppId 和 AppSecret。
3. 进入环境 > 安全配置页面，单击添加安全域名。
4. 示例代码如下所示：初始化 SDK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登录代码

const auth = app.auth();
const provider = auth.weixinAuthProvider({appid:"...",scope:"xxxx"});
async function login(){
// 1. 建议登录前先判断当前是否已经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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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loginState = await auth.getLoginState();
if(!loginState){ // 2. 调用微信登录API
provider
.getRedirectResult()
.then((loginState)=>{
if(loginState){
// 登录成功，本地已存在登录态
}else{// 未登录，唤起微信登录
provider.signInWithRedirect();
}
});
}
}
login();

vue 实战

<template>
<div class="block">
<h1 class="title">会议管理系统登录</h1>
<el-form ref="form" :model="form" label-width="120px">
<el-form-item>
<el-button type="success" @click="onWechat">微信公众号登录</el-button>
</el-form-item>
</el-form>
</div>
</template>
<script>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export default {
name: "login",
data() {
return {
};
},
methods: {
onWechat(){
const app = this.$cloudbase;
const auth = app.auth();
const provider = auth.weixinAuthProvider({
appid: "your-wx-id",
scope: "snsapi_userinfo",
});
async function login() {
// 1. 建议登录前先判断当前是否已经登录
const loginState = await auth.getLoginState();
if (!loginState) {
// 2. 调用微信登录API
provider.getRedirectResult().then((loginState) => {
if (loginSt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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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成功，本地已存在登录态
} else {
// 未登录，唤起微信登录
provider.signInWithRedirect();
}
});
}
}
login();
},
},
};
</script>
<style scoped>
.block {
width: 40%;
margin: 50px auto;
}
.title {
margin-left: 30px;
border-left: 5px solid rgb(3, 89, 202);
padding-left: 10px;
}
</style>

微信开放平台登录
前提条件
完成 微信开放平台 的注册。
登录新注册的微信开放平台，进入 账号中心 > 开发者资质认证页面完成申请微信认证。
在微信开放平台成功创建网站应用。
获取微信开放平台网站应用的 AppId 与 AppSecret。
操作步骤
1. 登录 云开发 CloudBase 控制台，在 登录授权 中单击开启微信开放平台登录授权。
2. 单击启用按钮后输入对应的 AppId 和 AppSecret。
3. 将云开发的 SDK 添加到您的 Web 应用。
<script src="//imgcache.qq.com/qcloud/cloudbase-js-sdk/1.6.0/cloudbase.full.js"></script>
<script>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您的环境id
})
</script>

说明
复制下方的代码片段，将其粘贴到您的 HTML 代码底部，其他 script 标记之前。

4. 示例代码如下所示：登录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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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auth = app.auth();
const provider = auth.weixinAuthProvider({appid:"...",scope:"xxxx"});
async function login(){
// 1. 建议登录前先判断当前是否已经登录
const loginState = await auth.getLoginState();
if(!loginState){ // 2. 调用微信登录API
provider
.getRedirectResult()
.then((loginState)=>{
if(loginState){
// 登录成功，本地已存在登录态
}else{// 未登录，唤起微信登录
provider.signInWithRedirect();
}
});
}
}
login();

vue 编写

<template>
<div class="block">
<h1 class="title">会议管理系统登录</h1>
<el-form ref="form" :model="form" label-width="120px">
<el-form-item>
<el-button type="success" @click="onWechatopen">微信开放平台登录</el-button>
</el-form-item>
</el-form>
</div>
</template>
<script>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export default {
name: "login",
data() {
return {
};
},
methods: {
onWechatopen() {
const app = this.$cloudbase;
const auth = app.auth();
const provider = auth.weixinAuthProvider({
appid: "your-wx-id",
scope: "snsapi_login",
});
async function login() {
// 1. 建议登录前先判断当前是否已经登录
const loginState = await auth.getLogin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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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loginState) {
// 2. 调用微信登录API
provider
.getRedirectResult()
.then((loginState) => {
if (loginState) {
// 登录成功，本地已存在登录态
} else {
// 未登录，唤起微信登录
provider.signInWithRedirect();
}
})
.catch((err) => {
console.log(err);
});
}
}
login();
},
},
};
</script>
<style scoped>
.block {
width: 40%;
margin: 50px auto;
}
.title {
margin-left: 30px;
border-left: 5px solid rgb(3, 89, 202);
padding-left: 10px;
}
</style>

自定义登录
自定义登录适用于开发者自行控制登录鉴权，并有自己的账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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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云开发 CloudBase 控制台，在 登录授权 页面自定义登录栏中，单击私钥下载获取自定义登录私钥。

说明
私钥是一份携带有 JSON 数据的文件，请将下载或复制的私钥文件保存到您的服务器或者云函数中，假设路径
为 /path/to/your/tcb_custom_login.json 。
私钥文件是证明管理员身份的重要凭证，请务必妥善保存，避免泄漏。
每次生成私钥文件都会使之前生成的私钥文件在 2 小时后失效。

2. 调用 CloudBase 服务端 SDK，在初始化时传入自定义登录私钥，随后便可以签发出 Ticket，并返回至用户端。
const cloudbase = require("@cloudbase/node-sdk");
// 1. 初始化 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传入自定义登录私钥 credentials:
require("/path/to/your/tcb_custom_login.json")
});
// 2. 开发者自定义的用户唯一身份标识
const customUserId = "your-customUserId";
// 3. 创建ticket
const ticket = app.auth().createTicket(customUserId);
// 4. 将ticket返回至客户端return ticket;

说明
开发者也可以编写一个云函数用于生成 Ticket，并为其设置 HTTP 访问服务，随后用户端便可以通过 HTTP 请求的形式获取 Ticket，详细的方案
请参见 使用 HTTP 访问云函数。

3. 用户端应用获取到 Ticket 之后，便可以使用 Ticket 登录 CloudBase。通过调用客户端 SDK 提供的 auth.signInWithTicket() 登录 Cloud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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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const auth = app.auth();
async function login() {
// 1. 建议登录前检查当前是否已经登录
const loginState = await auth.getLoginState();
if (!loginState) {
// 2. 请求开发者自有服务接口获取ticket
const ticket = await fetch("...");
// 3. 登录 CloudBase
await auth.customAuthProvider().signIn(ticket);
}
}
login();

整体流程示意如下：

用户名密码登录
1. 登录 云开发 CloudBase 控制台，在 登录授权 中单击开启用户名密码登录。
2. 初始化 SDK。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3. 使用其他方式进行登录。

说明
绑定用户名之前，用户需要先使用其他方式进行登录，例如邮箱登录、微信公众号登录等，但不包括匿名登录。

下面以 邮箱登录 为例：
const auth = app.auth();
await auth.signInWithEmailAndPassword(email, password); // 邮箱登录

4. 绑定用户名。
const auth = app.auth();
if (!(await auth.isUsernameRegistered(username))) {
// 检查用户名是否绑定过
await auth.currentUser.updateUsername(username); // 绑定用户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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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示例代码如下所示：初始化 SDK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CloudBase

const auth = app.auth();
const loginState = await auth.signInWithUsernameAndPassword(username, password); // 用户名密码登录

vue 实战

<template>
<div class="block">
<h1 class="title">会议管理系统登录</h1>
<el-form ref="form" :model="form" label-width="120px">
<el-form-item label="请输入邮箱">
<el-input v-model="form.email" placeholder="请输入邮箱"></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item label="请输入密码">
<el-input
placeholder="请输入密码"
v-model="form.password"
show-password
></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item>
<el-button type="primary" @click="onSubmit">立即登录</el-button>
</el-form-item>
</el-form>
<h1 class="title">绑定用户名流程</h1>
<el-form ref="form" :model="form2" label-width="120px">
<el-form-item label="请输入用户名">
<el-input v-model="form2.username" placeholder="请输入用户名"></el-input>
</el-form-item>
<el-form-item>
<el-button type="primary" @click="onSubmit1">立即登录</el-button>
</el-form-item>
</el-form>
</div>
</template>
<script>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export 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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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login",
data() {
return {
form: {
email: "",
password: "",
},
form1: {
phone: "",
yz: "",
password: "",
},
form2: {
email: "",
password: "",
username:""
},
};
},
methods: {
onSubmit() {
const app = this.$cloudbase;
app
.auth()
.signInWithEmailAndPassword(this.form.email, this.form.password)
.then((loginState) => {
console.log(loginState)
this.$message({
message: "登录成功",
type: "success",
});
})
.catch((err) => {
console.log(err);
this.$message({
message: "请检查输入",
type: "warning",
});
});
},
onSubmit1() {
const auth1 = this.$cloudbase.auth();
if(auth1.hasLoginState()){
console.log("已经登录");
console.log(auth1);
if (!(auth1.isUsernameRegistered(this.form2.username))) {
// 检查用户名是否绑定过
console.log("没绑定");
auth1.currentUser.updateUsername(this.form2.username); // 绑定用户名
}else{
console.log("绑定了");
}
}else{
console.log("登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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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cript>
<style scoped>
.block {
width: 40%;
margin: 50px auto;
}
.title {
margin-left: 30px;
border-left: 5px solid rgb(3, 89, 202);
padding-left: 10px;
}
</style>

短信验证码登录
1. 登录 云开发 CloudBase 控制台，在 登录授权 中单击开启短信验证码登录。
2. 单击操作栏下的签名配置，输入相应参数后单击保存。

3. 初始化 SDK。
import cloudbase from "@cloudbase/js-sdk";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4. 使用手机号注册账号，首先需要用户填入自己的手机号，然后调用 SDK 的发送短信验证码接口。
//发送验证码
app.auth().sendPhoneCode("手机号").then((res)=>{
console.log('验证码发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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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验证码+密码注册
app.auth().signUpWithPhoneCode("手机号","六位验证码","自定义密码").then((res)=>{
console.log('注册成功')
})

5. 手机密码和短信验证码登录方法如下所示：手机短信验证码登录

app.auth()
.signInWithPhoneCodeOrPassword({
phoneNumber: "手机号",
phoneCode: "验证码"
})
.then((res) => {
// 登录成功
});

手机密码登录

app.auth()
.signInWithPhoneCodeOrPassword({
phoneNumber: "手机号",
password: "密码"
})
.then((res) => {
// 登录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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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小程序开发实践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7 10:51:41
本文以一个商城小程序开发项目为例，介绍了在微信小程序开发的项目过程中的准备工作，小程序的创建过程、目录中各个文件的功能，以及在开发过程中要使用
的云开发功能，如云存储、云数据库和云函数。
说明：
本实例教程所涉及到的相关源码材料，均已得到相应授权。

准备工作
1. 注册腾讯云。
2. 开通了云开发的小程序，详情请参见 微信小程序端快速入门。

操作流程
具体操作流程可分为以下4步。更多详情可参见 示例。
1

环境配置

2

搭建商城首页

3

搭建详情页

4

搭建购物车

项目目录
文件
配置文件 .json

模板文件
.wxml
样式文件
.wxss
逻辑文件 .js

说明
项目配置文件 app.json：用于配置各个页面的路径，设置窗口和底部的导航栏。
页面的配置文件如 index.json：用于实现所属页面的个性化设置。
常用的是页面模板文件如 index.wxml，类似于 HTML，使用的是标签语言，用于设计界面的各个组件、事件系统，进而构建出页面的
结构。
项目样式文件 app.wxss：用于配置全局的样式。
页面样式文件如 index.wxss：用于配置页面的个性化样式，在所在页面中可以覆盖掉全局样式。
逻辑文件是用来实现页面的业务逻辑功能的，例如数据的获取、判定，页面提示等功能，都是由逻辑文件中编写方法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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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环境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4 15:27:09
本文主要围绕项目配置文件 app.json 和 app.js 进行讲解，更多项目配置文件代码细节可参见 app.json 配置 和 app.js 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项目所需页面
首先进行需求分析：
一个商城至少需要一个首页用来给用户展示商城有的商品。
一个商品详情页用来介绍单个商品的信息。
一个购物车用来给用户存放自己想要的商品。
所以我们需要在小程序项目配置文件 app.json 中编写 pages 中的内容，输入相应的路径后，开发者工具就会生成对应路径上的页面文件。
"pages":[
"pages/index/index",
"pages/cart/cart",
"pages/detail/detail"
],

步骤2：配置商城的导航栏
生成 步骤1 页面后，需要将页面添加到导航栏中，方便用户使用。 在 app.json 里，添加一个 tabBar 属性，因为商城的两大块分为首页和购物车。所以在
tarBar 里的 list 属性添加两个按钮，并将它们的页面地址、标题、图标配置好。
"tabBar": {
"selectedColor": "#f00",
"list": [
{
"pagePath": "pages/index/index",
"text": "首页",
"iconPath": "./汤圆酱/1.jpeg",
"selectedIconPath": "./汤圆酱/3.jpeg"
},
{
"pagePath": "pages/cart/cart",
"text": "购物车",
"iconPath": "./汤圆酱/2.jpeg",
"selectedIconPath": "./汤圆酱/4.jpeg"
}
]
}

效果图如下：

步骤3：配置云开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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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微信开发者工具 > 云开发控制台页面，复制环境 ID。

2. 在 app.js 里面调用 API，wx.cloud.init 传入云开发控制台中的云环境 ID，方便项目调用控制台中的数据和资源。
// app.js
App({
onLaunch: function () {
wx.cloud.init({
env:'xxxxx' //输入您的环境 ID
})
},
globalData: {
userInfo: null
}
})

步骤4：创建数据库
将商城的商品使用数据库来存储，方便后面页面使用数据库进行商品的展示。
1. 进入微信开发者工具 > 云开发控制台 > 数据库页面。创建 carts、goods 和 orders 三个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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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 goods 集合，单击添加记录添加一些初始信息，每个数据记录的属性如下：

count：商品数量。
imageSrc：商品图片，从云存储中获取。
price：商品价格。
tags：商品类别标签。
title：商品名称。

说明：
商品图片要在云存储中先导入才能生成图片的位置，便于开发时图片数据的调用。

步骤5：云存储导入图片
1. 进入微信开发者工具 > 云开发控制台 > 存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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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新建文件夹并命名为 goods。

3. 进入 goods 文件夹，单击上传文件并传入所需要的图片，这些文件可以使用 FileID 在项目中进行调用。

步骤6：创建云函数
1. 在目录中创建云函数的文件夹 cloudfunction，然后在 project.config.json 中设置云函数的 cloudfunctionRoot 属性值为“cloudfunction/”。
2. 当文件夹 cloudfunction 目录下的文件变成绿色，就代表云函数的初始化完成。可右击文件夹单击新建 Node.js 云函数，即可创建一个云函数。创建结果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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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搭建商城首页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4 15:27:14
本文主要围绕商城首页 index.js 和 index.wxml 进行讲解，更多项目配置文件代码细节可参见 index.js 配置 和 前端页面 index.wxml。

操作步骤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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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首页效果图如下：

步骤1：访问云端数据库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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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城页面的 index.js 中，调用 wx.cloud.database().collection() 获取当前云开发环境商品数据库的引用。
//获取数据库
const db = wx.cloud.database()
//获取集合
const goods_col = db.collection('goods')
const carts_col = db.collection('carts')

说明：
在访问数据库数据时经常报错，或者在控制台更改数据一直报错的情况，一般为云端数据库的权限问题，通过自定义规则权限把数据库的所有权限全部设
置成true，即可解决该类报错。

步骤2：加载商品列表数据
在首页页面的 index.js 中编写加载商品数据列表的逻辑，设置隐藏加载的动画以及列表一次展示的商品，访问 good_col 来读取商品的数据。
//加载列表数据
async loadListData(){
const LIMIT = 5
let{_page,goods}=this.data//0
/*wx.showLoading({//加载
title: 'Loading...',
})*/
await ml_showLoading
let res = await goods_col.limit(LIMIT).skip(_page * LIMIT).get()
//wx.hideLoading()//隐藏加载
await ml_hideLoading
//手动停止下拉刷新
wx.stopPullDownRefresh()
console.log('列表数据',res.data)
this.setData({
goods :[...goods,...res.data],//追加，与之前数据拼接
_page: ++_page,
hasmore : res.data.length === LIMIT
})
},

代码说明
res：存放查询商品数据库的返回值的变量。
limit()：限制一次性显示的商品的数量。
LIMIT：初始值数值为5。
_page：初始为0，后面会迭代加一。
_page*LIMIT：指示从数据库中跳过几个元素开始获取数据。
setData()：把每次取出来的商品数据进行拼接。

步骤3：设置上拉事件商品加载数据
先限制数据加载函数中一次获取数据的数量，可定义为一次从云端访问五条商品信息；每次加载新数据时，可调用 wx.showLoading() 进行一个加载提示，当
加载完成后为了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添加一个 onReachBottom() 事件处理函数，在里面调用商品数据加载函数。
onReachBottom(){
//没有跟多数据可以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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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this.data.hasmore)
{
/*wx.showToast({
title: '没有更多数据了',
icon : "none"
})*/
ml_showToast('没有更多数据了')
return console.log('没有数据了')
}
console.log('上拉刷新')
this.loadListData()
},

说明
数据加载函数中由于一次加载只有五条信息，所以需要在数据加载函数的末尾，将之前加载的数据与本次函数调用加载的数据，用 setData 进行一个拼
接，保障用户在下滑时还可以看到前面的商品数据。

步骤4：配置商品加载完成提示
1. 设置一个 bool 变量，初始值为 true，在数据加载函数中，判断从数据库中获取的数据，是否少于限制获取的数据数量。如果少于，则表明数据库中的数据已
加载完成，将 bool 变量的值改为 false；反之则没有加载完成。
2. 然后在上拉事件处理函数中，在开始位置设置一个监听，当检测到 bool 变量为 false 时，调用 wx.showToast() 提示没有更多数据可加载，直接 return
上拉加载函数。

说明
由于 wx.showToast() 的调用可用在很多地方，所以进行封装，在需要的页面处import 就可以直接调用。

步骤5：设置下拉事件刷新页面
1. 使用 onPullDownRefresh() 事件处理函数，将所有数值都重新设置成初始值，并重新调用最新数据加载函数。在数据加载函数中，设置手动关闭下拉刷新
调用 wx.stopPullDownRefresh()。
//下拉刷新
onPullDownRefresh(){
this.setData({
goods : [],
_page :0,
hasmore :true
})
this.loadListData()
console.log('下拉刷新')
},

2. 在此之前还需要将 index.json 里设置配置，将"enablePullDownRefresh"改成默认为 true；再设置刷新加载的背景白点（默认）改为灰色。
{
"usingComponents": {},
"enablePullDownRefresh" : true,
"backgroundTextStyle" : "dark"
}

步骤6：注册下单点击事件
在商城首页的下单按钮使用 catchtap 属性，设置加入购物车的功能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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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 共160页

云开发 CloudBase

注意：
其中不能使用 bindtap 属性，因为使用 bindtap 会在点击时冒泡进入商品详情页；catchtap 则不会跳转，而是直接触发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的功能函
数，再将首页点击下单的商品数据传入购物车页面。

加入购物车功能的实现，还需判断要下单的商品在购物车中是否已经存在。使用从首页下单传入的 ID 在购物车数据库中进行数据获取：
获取成功则表示该商品已经加入购物车，调用 update() 让 num 累加一，调用封装的 wx.showToast() 提示商品已添加过。
获取失败则表示该商品还未加入购物车，需将该商品数据加入到购物车数据库中，调用 add() 添加购物车数据库的商品数据。数据属性包括：
_id：商品 ID
imageSrc：商品图片
price：商品价格
title：商品名称
添加成功调用之前封装的 wx.showToast() 提示添加成功。代码实现如下：
//加入购物车
async addCart(e){
//拿到商品
let { item }=e.currentTarget.dataset
console.log('item' ,item)
//判断商品在不在购物车里面
try{
let res =await carts_col.doc(item._id).get()
console.log('有数值',res)
//有值
await carts_col.doc(item._id).update({
data:{
num :db.command.inc(1)
}
})
}
catch(err){
console.log('没有值')
//把该商品加到购物车里面
await carts_col.add({
data :{
_id :item._id,
imageSrc : item.imageSrc,
price : item.price,
title : item.title,
num :1
}
})
}
this.setTabBar()
await ml_showSuccess('下单成功')
},

步骤7：修改导航栏右上角的数值
在首页下单调用 wx.setTabBarBadge() 方法，index 属性指定购物车页面，text 指定数值（字符串类型），获取购物车数据库中的数据，调用 forEach()
函数将购物车数据库里面的商品的 num 值相加，如果 num 累加的结果为0，则直接返回 return 函数，不为零则将结果给 text 赋值（强制转换为字符串类
型）。调用点击触发事件函数 onTabItemTap()，当点击购物车时，调用 wx.setTabBarBadge() 方法，给 text 赋值为空字符，达到隐藏右上角数值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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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tebbar右上角数值
async setTabBar(){
let total=0
let res=await carts_col.get()
res.data.forEach(v => {
total += v.num
})
if(total === 0) return
//console.log('123333333333')
wx.setTabBarBadge({
index: 1,
text: total + '',//转换成字符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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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搭建详情页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4 15:27:19
本文主要围绕详情页 detail.js进行讲解，更多详情页代码细节可参见 detail.js 配置 和 前端页面 detail.wxml。

操作步骤
步骤1：设置跳转
在 index.wxml 处使用 navigator 导航组件跳转到商品详情页。
<navigator hover-class='hcls' class='goods' url="/pages/detail/detail?id={{item._id}}">

步骤2：获取点击商品信息
根据跳转详情页传入的商品 ID，在商品数据库中获取商品的详细信息，同样是调用 wx.cloud.database().collection()，再调用 doc() 通过传入 ID 过滤商
品。
const db = wx.cloud.database()
const goods_col = db.collection('goods')
Page({
data : {
detail : {}
},
onLoad(options){
let { id } =options
console.log('id',id)
this.loadDetailData(id)
},
//加载数据详情
async loadDetailData(id){
//拿到数据库商品
let ins = goods_col.doc(id)
//累计
await ins.update({
data: {
count : db.command.inc(1)
//log('123')
}
})
//获取
let res =await ins.get()
//赋值
this.setData({
detail : res.data
})
}
})

步骤3：修改商品访问量
通过从首页传入的 ID 过滤出商品，然后调用 update 修改 count 的值，使其每次被访问时累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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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await ins.update({
data: {
count : db.command.inc(1)
//log('123')
}
})

效果如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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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搭建购物车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4 15:27:23
本文主要围绕购物车 cart.js 进行讲解，更多购物车代码细节可参见 cart.js 配置 和 前端页面 cart.wxml。

操作步骤
步骤1：加载购物车列表
调用 wx.cloud.database().collection() 方法访问云端购物车数据库，将数据显示出来。
async loadCartsData(){
let res = await carts_col.get()
console.log('carts' , res)
this.setData({
carts : res.data
})
this.setCart(res.data)//统计总数
},

步骤2：设置商品总价格和个数
将加载购物车数据库函数中，购物车的数据传入计算商品总价格与总个数的函数中，调用 forEach() 方法计算商品总价格与总个数。总价格是通过遍历购物车数
据库中的元素，计算每一个商品的个数与其单价的乘积的总和得到的；总个数是通过遍历购物车数据库中每个商品的个数的总和来得到的。最后通过 setData()
来设置购物车页面中显示的总价格与总商品个数。
//统计总数
setCart(carts){
let totalCount=0
let totalPrice=0
carts.forEach(v =>{
totalCount += v.num
totalPrice += v.num*v.price
})
this.setData({
totalCount,
totalPrice,
})
},

步骤3：修改商品数量
通过点击购物车页面的加减号按钮，调用 bindtap 属性触发对应添加购物车商品与减少购物车商品的功能函数，传入被点击商品的 ID，在功能函数中通过 ID 过
滤购物车数据库中的商品，再调用 update() 方法，对指定商品的 num 的值进行加减操作。
//加一
async addCount(e){
//获取id
let id = e.currentTarget.dataset.id
//修改num数量
let res =await carts_col.doc(id).update({
data:{
num :db.command.in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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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is.loadCartsData()
await ml_showSuccess('添加成功')
},
//删除商品
async deleteCount(e){
//获取商品id
let id = e.currentTarget.dataset.id
//修改num数量
let res =await carts_col.doc(id).update({
data:{
num :db.command.inc(-1)
}
})
console.log('res ----',res)
console.log('id-------',e.currentTarget.dataset.num)
await ml_showSuccess('删除成功')
let num=await carts_col.doc(id).num
console.log('num的值',num)
if( num === 0 )
{
console.log('商品数量为0')
}
this.loadCartsData()
},

效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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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该小程序的全部功能已实现完成。更多详情请参见 示例代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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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点餐小程序开发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1 16:19:25
本文介绍如何用云开发相关能力，快速搭建预约点餐系统。
说明：
本实例教程所涉及到的相关源码材料，均已得到相应授权。

准备工作
1. 注册腾讯云。
2. 开通了云开发的小程序，详情请参见 小程序端快速入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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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云开发控制台 > 设置 > 拓展功能页面，单击开通内容管理和内容安全。

操作流程
具体操作流程可分为以下6步。更多详情可参见 示例代码。
1

搭建轮播图与公告

2

搭建首页热门栏目

3

搭建我的页面

4

搭建攻略页面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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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搭建店铺页面

6

搭建订单页面

步骤1：搭建轮播图与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6 16: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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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 共160页

云开发 CloudBase

本文主要围绕主页的 index 页面、云开发内容管理 和 云开发数据库 进行讲解，更多 index 代码细节可参见 index 页面。

操作步骤
步骤1：开通内容管理
1. 首先进入云开发控制台 > 内容管理页面，单击开通，并设置账号密码。内容管理创建需要一定的时间请安心等待。

2. 在创建成功之后返回内容管理页面，单击访问地址即可访问内容管理平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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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登录账号和密码，进入内容管理（CMS）后台，单击创建新项目这里我们起名为预约点餐管理系统。

步骤2：搭建轮播图
1. 进入上述新建的预约点餐管理系统，进入内容模型页面，单击新建模型，这里我们设置展示名称为轮播图，数据库名为 banner。设置完成后单击创建。

注意：
更改数据库名会自动重命名原数据库，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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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右侧内容类型 > 图片，进入添加图片字段页面，设置展示名称为轮播图，数据库字段名为 photo。

单击添加后完成内容模型的创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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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内容集合 > 轮播图页面，单击新建。

拖动图片并单击创建后完成轮播图片的上传，这样一个轮播图的内容模型我们就创建完成了。

4. 通过上面操作后，相应的会在云开发控制台生成 banner 数据库以及上述导入的图片数据。进入云开发控制台 > 数据库 > banner > 数据权限页面，将数据
库数据权限改为所有用户可读，仅创建者可读写，这样所有用户就可以看到数据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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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下来在 pages/index 中开始编写轮播图。这里我们可以参见 swiper 文档，帮助我们绑定数据，这样我们使用 wx:for 进行列表绑定。
6. 参数 env 可以在微信开发者工具 > 云开发控制台里获取。通过以下代码绑定 mgList 数据。index.wxml
<!--pages/index/index.wxml-->
<view class="banner">
<swiper class="swip_main" indicator-dots autoplay interval="6000" circular>
<block wx:for="{{mgList}}">
<swiper-item>
<image src="{{item.photo}}" style="width: 100%;height: 100%;" mode="scaleToFill"></image>
</swiper-item>
</block>
</swiper>
</view>

index.wxss
/* pages/index/index.wxss */
.banner{
width: 100%;
height: 350rpx;
}
.swip_main{
width: 100%;
height: 100%;
}

index.js
// pages/index/index.js
wx.cloud.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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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 '您的环境ID',
traceUser: true,
})
const db = wx.cloud.database()
Page({
/**
* 页面的初始数据
*/
data: {
mgList: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这里执行的是在页面首次加载时候在banner数据库获取数据，并将他们存在mgList里面
db.collection("banner").get({
success: res => {
console.log(res)
this.setData({
mgList: res.data
})
}
})
}

说明：
在组件上使用 wx:for 控制属性绑定一个数组，即可使用数组中各项的数据重复渲染该组件。
默认数组的当前项的下标变量名默认为 index，数组当前项的变量名默认为 item*
使用 wx:for-item 可以指定数组当前元素的变量名。

7. 保存运行编译之后，可以看到轮播图。

说明：
如果出现运行编译后无法加载轮播图，请在微信开发者工具单击右上角详情，进入本地设置页面，尝试切换调试基础库为较低版本即可。

步骤3：搭建通知公告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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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照 步骤2 创建通知公告内容模型。
2. 其中通知公告内容模型数据库名设置为 tz。新增的内容类型 > 单行字符串数据库字段名设置为 text。

3. 进入内容集合 > 通知公告单击新建创建公告内容。

4. 通过以下代码绑定 mgList 数据。index.wxml
<!--pages/index/index.wxml-->
<!--轮播图-->
<view class="banner">
<swiper class="swip_main" indicator-dots autoplay interval="6000" circular>
<block wx:for="{{mgList}}">
<swiper-item>
<image src="{{item.photo}}" style="width: 100%;height: 100%;" mode="scaleToFill"></image>
</swiper-item>
</block>
</swiper>
</view>
<!--通知栏-->
<view class="tz">
<view class="tz_zp">
<image src="../../images/font-ui/zggg.png"></image>
</view>
<swiper class="swiper-news-top" vertical="true" autoplay="ture" circular="ture" interval="3000">
<block wx:for="{{msgList}}">
<navigator url="" open-type="navigate">
<swiper-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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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class="swiper_item">{{item.text}}</view>
</swiper-item>
</navigator>
</block>
</swiper>
</view>

index.wxss
/* pages/index/index.wxss */
.banner{
width: 100%;
height: 350rpx;
}
.swip_main{
width: 100%;
height: 100%;
}
.tz{
width: 100%;
height: 100rpx;
background-color: rgb(224, 222, 213);
}
.tz_zp{
width: 80rpx;
height: 80rpx;
margin-top: 10rpx;
margin-left: 40rpx;
float: left;
}
.tz_zp image{
width: 100%;
height: 100%;
}
.swiper-news-top{
width: 600rpx;
height: 80rpx;
float: right;
margin-top: 10rpx;
margin-right: 30rpx;
}
.swiper_item {
font-size: 28rpx;
font-weight: 700;
line-height: 80rpx;
overflow: hidden;
text-overflow: ellipsis;
white-space: nowrap;
letter-spacing: 2px;
text-align: center;
}

index.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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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s/index/index.js
wx.cloud.init({
env: '您的环境ID',
traceUser: true,
})
const db=wx.cloud.database()
Page({
/**
* 页面的初始数据
*/
data: {
mgList:'',
msgList:''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db.collection("banner").get({
success:res=>{
console.log(res)
this.setData({
mgList:res.data
})
}
})
db.collection("tz").get({
success:res=>{
console.log(res)
this.setData({
msgList:res.dat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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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运行编译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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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搭建首页热门栏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1 16:19:36
本文主要围绕主页的 index 页面和配置文件 app.json 进行讲解，更多 index 代码细节可参见 index 页面 和配置文件 app.json。

操作步骤
步骤1：搭建底部导航栏
1. 在 app.json 的 pages 数组配置好相应页面。
2. 然后在 app.json 页面。通过设置 tabBar 配置底部导航栏。app.json - pages
"pages": [
"pages/index/index",
"pages/my/my",
"pages/dp/dp",
"pages/gltl/gltl",
"pages/grxx/grxx",
"pages/xgxx/xgxx",
"pages/gywm/gywm",
"pages/buzx/buzx",
"pages/glxq/glxq",
"pages/xpl/xpl",
"pages/fbgl/fbgl",
"pages/xdym/xdym",
"pages/jqqt/jqqd",
"pages/dingdan/dingdan",
"pages/xd/xd",
"pages/gwx/gwx",
"pages/ddgl/ddgl",
"pages/qccg/qccg",
"pages/sjgl/sjgl",
"pages/fbpl/fbpl"
],

app.json - tabBar
"tabBar": {
"color": "#a9b7b7",
"selectedColor": "#11cd6e",
"borderStyle": "black",
"list": [
{
"pagePath": "pages/index/index",
"iconPath": "images/font-ui/shouye.png",
"selectedIconPath": "images/font-ui/shouye.png",
"text": "首页"
},
{
"pagePath": "pages/dp/dp",
"iconPath": "images/font-ui/dianpu.png",
"selectedIconPath": "images/font-ui/dianpu.png",
"text": "店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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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Path": "pages/dingdan/dingdan",
"iconPath": "images/font-ui/dingdan.png",
"selectedIconPath": "images/font-ui/dingdan.png",
"text": "订单"
},
{
"pagePath": "pages/gltl/gltl",
"iconPath": "images/font-ui/gonglve.png",
"selectedIconPath": "images/font-ui/gonglve.png",
"text": "攻略"
},
{
"pagePath": "pages/my/my",
"iconPath": "images/font-ui/wode.png",
"selectedIconPath": "images/font-ui/wode.png",
"text": "我"
}
]
},

3. 将 tarBar 中相应的 UI 图片存到小程序 imges 目录中编译即可。

步骤2：搭建中部导航栏
1. 进入首页 index 目录，通过 index.wxml 和 index.wxss 编写前端页面首页导航栏。index.wxml
<!--pages/index/-->
<view class="banner">
<swiper class="swip_main" indicator-dots autoplay interval="6000" circular>
<block wx:for="{{mglist}}">
<swiper-item >
<image style="width: 100%;height: 100%;" mode="scaleToFill" src="{{item.photo}}"></image>
</swiper-item>
</block>
</swiper>
</view>
<view class="tz">
<view class="tz_zp">
<image src="../../images/font-ui/zggg.png"></image>
</view>
<swiper class="swiper-news-top" vertical="true" autoplay="true" circular="true" interval="3000">
<block wx:for="{{msgList}}" >
<navigator url="" open-type="navigate">
<swiper-item>
<view class="swiper_item" >{{item.text}}</view>
</swiper-item>
</navigator>
</block>
</swiper>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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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class="nav">
<view class="nav-banner" bindtap='showlist'>
<view class="nav-banner-img">
<image src="../../images/font-ui/bigmosque.png"></image>
</view>
<view class="nav-banner-text" >东区食堂</view>
</view>
<view class="nav-banner" bindtap='showzd'>
<view class="nav-banner-img">
<image src="../../images/font-ui/bigschool.png"></image>
</view>
<view class="nav-banner-text">西区食堂</view>
</view>
<view class="nav-banner" bindtap='showwd'>
<view class="nav-banner-img">
<image src="../../images/font-ui/moderncity.png"></image>
</view>
<view class="nav-banner-text">每日优惠</view>
</view>
<view class="nav-banner" bindtap='showwd'>
<view class="nav-banner-img">
<image src="../../images/font-ui/store.png"></image>
</view>
<view class="nav-banner-text">南湖食堂</view>
</view>
<view class="nav-banner" bindtap='showtk'>
<view class="nav-banner-img">
<image src="../../images/font-ui/temple.png"></image>
</view>
<view class="nav-banner-text">美食分享</view>
</view>
</view>

index.wxss
.nav{
width: 100%;
height: 150rpx;
}
.nav-banner{
height: 100%;
width: 20%;
background-color: azure;
float: left;
}
.nav-banner-img{
width: 100%;
height: 75%;
}
.nav-banner-img image{
width: 70%;
height: 80%;
padding: 10% 15%;
}
.nav-banner-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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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align: center;
margin-top: -10rpx;
font-size: 26rpx;
}

2. 进入 index.js 页面，我们使用 wx.navigateTo(Object object) 跳转到应用内的某个页面，我们对导航栏给他点击事件，在用户在点击之后跳转到敬请期
待页面。

showwd:function(){
wx.navigateTo({
url: '../jqqd/jqqd',
})
},
showtk:function(){
wx.switchTab({
url: '../gltl/gltl'
})
},

说明：
保留当前页面，跳转到应用内的某个页面。其中可使用 wx.navigateBack 返回到原页面。小程序中页面栈最多十层。

步骤3：搭建首页热门美食栏目
1. 进入 CMS 内容管理控制台，新建美食列表内容模型，数据库名称设置为 mslb。
2. 进入新建的美食列表页面，如下设置内容集合：
内容类型

展示名称

数据库字段名

图片

附件照片

src

单行字符串

名称

name

单行字符串

简介

jj

单行字符串

地址

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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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类型

展示名称

数据库字段名

单行字符串

btn1

btn1

单行字符串

btn2

btn2

单行字符串

btn3

btn3

说明
更多 CMS 内容管理详细操作请参见 搭建轮播图。

3. 进入 index.wxml 页面，使用列表渲染 wx:for 进行列表展示。
<view class="rmbs">
<view class="rmbs-title">
<view class="rmbs-title-text">热门美食</view>
<view class="rmbs-title-more" bindtap='showlist'>查看更多 ></view>
</view>
<view class="rmbs-list" wx:for="{{rmbs}}" wx:for-item="item" wx:key="_id" bindtap='showbs' id="{{item._id}}" wx:if="{{inde
x<10}}">
<view class="rmbs-list-photo">
<image src="{{item.src}}"></image>
</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
<view class="rmbs-list-text-tit1">{{item.name}}</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jj">{{item.jj}}</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tit2">地址：{{item.zd}}</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tit3">
<view class="rmbs-list-text-bt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6, 69, 134);">{{item.btn1}}</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bt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 122, 29);">{{item.btn2}}</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btn" style="background-color: coral;">{{item.btn3}}</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btn">{{item.btn4}}</view>
</view>
</view>
</view>
</view>

这里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 item.btn1 要是为空也会显示出来，我们可以改进一下，使用 wx:if 条件渲染。增加判断之后如果是空置就不显示这个按钮。
<view class="rmbs-list-text-bt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6, 69, 134);" wx:if="{{item.btn1!=''}}">{{item.btn1}}</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bt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 122, 29);" wx:if="{{item.btn2!=''}}">{{item.btn2}}</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btn" style="background-color: coral;" wx:if="{{item.btn3!=''}}">{{item.btn3}}</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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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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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搭建我的页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01 09:58:38
本文主要围绕我的页面 my 和 云函数 进行讲解，更多代码细节可参见 my 页面。

操作步骤
步骤1：配置云函数
1. 右击当前环境文件夹，单击新建 Node.js 云函数，并将文件命名为 open。

2. 在 open 云函数下，index.js 文件下编写获取 openid 的代码。
// 云函数入口文件
const cloud = require('wx-server-sdk')
cloud.init()
// 云函数入口函数
exports.main = async (event, context) => {
const wxContext = cloud.getWXContext()
return {
event,
openid: wxContext.OPENID,
appid: wxContext.APPID,
unionid: wxContext.UNIONID,
}
}

说明：
从小程序端调用云函数时，开发者可以在云函数内使用 wx-server-sdk 提供的 getWXContext 方法获取到每次调用的上下文（ appid 、 openid
等），无需维护复杂的鉴权机制，即可获取天然可信任的用户登录态（ open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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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后右击 open 文件夹，单击上传并部署：云端安装依赖，即完成了云函数的编写。

步骤2：搭建登录授权功能
1. 进入 app.js 初始化云开发。
// app.js
App({
onLaunch: function () {
if (!wx.cloud) {
console.error('请使用 2.2.3 或以上的基础库以使用云能力');
} else {
wx.cloud.init({
// env 参数说明：
// env 参数决定接下来小程序发起的云开发调用（wx.cloud.xxx）会默认请求到哪个云环境的资源
// 此处请填入环境 ID, 环境 ID 可打开云控制台查看
// 如不填则使用默认环境（第一个创建的环境）
env: '环境ID',
traceUser: true,
});
}
this.globalData = {};
},
globalData:{
userid:''
}
});

2. 进入 my.js 在页面编写我的页面代码。在这里我们写一个点击事件，在用户点击我们绑定 getUserInfo 事件的按钮之后，我们调用获取用户信息。
getopenid 是通过云函数获取用户 openid 方法。并将这个值存在 app.js 里面这样我们在其他页面可以直接进行调用。
const app = getApp();
Page({
/**
* 页面的初始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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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
username:"",
openid: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
getUserInfo(e){
console.log(e);
this.setData({
username:e.detail.userInfo.nickName
})
},
getopenid(){
var that=this;
wx.cloud.callFunction({
name: 'open',
success:(res)=> {
var usid = res.result.openid
console.log(usid)
this.setData({
openid:res.result.openid,
})
getApp().globalData. userid=res.result.openid
},
fail(res) {
console.log("获取失败", re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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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 my.wxml 页面，添加判断登录状态代码，我们可以进行判断如果没有获取到提醒用户登录，如果获取到的 openid 为空我们显示授权登录版块。

<view class="topbanner" wx:if="{{openid!=''}}">
<view class="toplogo">
<open-data type="userAvatarUrl"></open-data>
</view>
<view class="toptext">
<open-data type="userNickName" lang="zh_CN" class="user-name"></open-data>
<view class="user-name2">爱国、敬业、求实、创新</view>
</view>
</view>
<view class="topbanner" wx:if="{{openid==''}}">
<view class="topban1">您还未授权登录</view>
<view class="topban1">去授权登录</view>
<button bindtap="getopenid" type="default">登录</butto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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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搭建攻略页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1 16:19:44
本文主要围绕攻略页面进行讲解，更多代码细节可参见 攻略列表、攻略详情 和 发布评论。

操作步骤
步骤1：搭建攻略评论功能
1. 进入 CMS 内容管理控制台，新建攻略内容模型，数据库名称设置为 glpj。
2. 进入新建的攻略页面，如下设置内容集合：
内容类型

展示名称

数据库字段名

图片

照片

photo

单行字符串

标题

title

日期与时间

时间

time

单行字符串

作者

user

数字

浏览量

lll

富文本

简介

xq

说明
更多 CMS 内容管理详细操作请参见 搭建轮播图。

3. 这里我们依然通过 wx:for 渲染出列表，并给他点击跳转事件，并将当前文章 ID 编号进行传递。gltl.wxml
<!--pages/gltl/gltl.wxml-->
<view class="banner">
<!----><image src="https://6363-ccntst-8gsp6zkw250f8e38-1305928500.tcb.qcloud.la/cloudbase-cms/upload/2021-11-25/5hbujy
cykft9vg9g82xcsw0f6z34v8o5_.jpg"></image>
</view>
<view class="miin_baer">
<view class="title_pl">
<view class="pl_bt">攻略评论</view>
<view class="qpl" id="{{rmbs._id}}" bindtap='showtl'>发表</view>
</view>
<view class="mian_box" wx:for="{{rmbs}}" wx:for-item="item" wx:key="_id" bindtap='showbs' id="{{item._id}}">
<view class="min_box_img">
<image src="{{item.phpto}}"></image>
</view>
<view class="mian_text">
<view class="miam_text_title">
{{item.title}}
</view>
<view class="mian_user">
<view class="user_logo">
<image src="../../images/font-ui/nstx.png"></image>
</view>
<view class="user_name">
{{item.user}}
</view>
<view class="tao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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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src="../../images/font-ui/pinglun-08.png"></image>
</view>
<view class="liulanl">
<view class="lll_zp">
<image src="../../images/font-ui/liulan.png"></image>
</view>
<view class="lll_sz">
{{item.lll}}+
</view>
</view>
</view>
</view>
</view>
</view>

gltl.js
// pages/gltl/gltl.js
wx.cloud.init({
env: '环境 ID',
traceUser: true,
})
const db=wx.cloud.database()
Page({
/**
* 页面的初始数据
*/
data: {
rmbs:''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db.collection("glpj").get().then(res=>{
console.log(res)
this.setData({
rmbs:res.data
})
})
},
showbs:function(e){
console.log(e.currentTarget.id)
wx.navigateTo({
url:'/pages/glxq/glxq?list_id='+e.currentTarget.id,
})
},
showtl:function(e){
wx.navigateTo({
url:'/pages/fbpl/fbp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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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搭建攻略详情
1. 进入 CMS 内容管理控制台，新建攻略评论内容模型，数据库名称设置为 glplgl。
2. 进入新建的攻略评论页面，如下设置内容集合：
内容类型

展示名称

数据库字段名

单行字符串

用户

user

单行字符串

文字

text

单行字符串

用户名字

username

日期与时间

data

data

单行字符串

plwz

plwz

说明
更多 CMS 内容管理详细操作请参见 搭建轮播图。

3. 攻略详情页面的逻辑及前端代码如下：glxq.js
// pages/glxq/glxq.js
wx.cloud.init({
env: '环境 ID',
traceUser: true,
})
const db=wx.cloud.database()
Page({
/**
* 页面的初始数据
*/
data: {
list_id:"",
rmb:""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this.setData({
list_id:options.list_id
})
console.log( this.data.list_id),
/**/
db.collection("glpj").doc(this.data.list_id).get().then(res=>{
console.log(res)
this.setData({
rmbs:res.data
})
})
const _=db.command
db.collection('glpj').doc(this.data.list_id).update({
data:{
lll:_.in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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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b.collection("glplgl").where({plwz:this.data.list_id}).get().then(res=>{
console.log(res)
this.setData({
rmb:res.data
})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初次渲染完成
*/
onReady: function ()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显示
*/
onShow: function () {
},
showbs:function(e){
console.log(e.currentTarget.id)
wx.navigateTo({
url:'/pages/xpl/xpl?list_id='+e.currentTarget.id,
})
},
})

glxq.wxml
<!--pages/glxq/glxq.wxml-->
<view class="zpq" id="{{item._id}}">
<image src="{{rmbs.phpto}}"></image>
</view>
<view class="dd">
<rich-text class="rich" nodes="{{rmbs.xq}}"></rich-text>
</view>
<view class="fbsj">
发布时间：{{rmbs.time}}
</view>
<view class="lll">
<view class="liulanl">
<view class="lll_zp">
<image src="../../images/font-ui/liulan.png"></image>
</view>
<view class="lll_sz">
{{rmbs.lll}}+
</view>
</view>
</view>
<view class="pl">
<view class="title_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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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class="pl_bt">评论</view>
<view class="qpl" id="{{rmbs._id}}" bindtap='showbs'>去评论</view>
</view>
<view class="pl_box" wx:for="{{rmb}}" wx:for-item="item" wx:key="_id" >
<view class="pl_xxl" >
<view class="pl_tx">
<image src="../../images/font-ui/nstx.png"></image>
</view>
<view class="pl_xx_us">
<view class="pl_xx_user">
{{item.username}}
</view>
<view class="pl_xx_time">
{{item.data}}
</view>
</view>
<view class="dz">
<image src="../../images/font-ui/dzz.png"></image>
</view>
</view>
<view class="plxx_xq">
{{item.text}}
</view>
</view>
</view>

4. 在对应的攻略详情页面，单击去评论的时候我们需要获取到用户的 openid 和当前要发布评论的文章 ID。去评论的逻辑及前端代码如下：xpl.js
// pages/xpl/xpl.js
wx.cloud.init({
env: '环境 ID',
traceUser: true,
})
const db = wx.cloud.database()
var myDate = new Date();
Page({
/**
* 页面的初始数据
*/
data: {
list_id: "",
userid: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this.setData({
list_id: options.list_id
})
console.log(this.data.list_id)
const app = getApp()
var userid = app.globalData.us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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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setData({
userid: userid,
})
},
showsq: function () {
wx.switchTab({
url: '../my/my',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初次渲染完成
*/
onReady: function () {
},
btnSub(res) {
if (res.detail.value.text != '' && res.detail.value.username != '') {
var {
text,
username
} = res.detail.value;
db.collection("glplgl").add({
data: {
user: this.data.userid,
text: text,
plwz: this.data.list_id,
username: username,
data: myDate.toLocaleString(),
_createTime: Date.parse(new Date()),
}
}).then(res => {
wx.showToast({
title: '成功',
icon: 'success',
duration: 2000
})
})
} else {
wx.showToast({
title: '请填写信息',
icon: 'error',
duration: 2000
})
}
},
})

xpl.wxml
<!--pages/xpl/xpl.wxml-->
<view class="banner">
<!----><image src="https://6363-ccntst-8gsp6zkw250f8e38-1305928500.tcb.qcloud.la/cloudbase-cms/upload/2021-11-25/5hbujy
cykft9vg9g82xcsw0f6z34v8o5_.jpg"></imag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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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class="wdl_ban" wx:if="{{userid==''}}">
<view class="wdl">
<image src="../../images/font-ui/wdl.png"></image>
</view>
<view class="text_main">您还未授权登录，请授权登录！</view>
<button size="mini" type="primary" bindtap='showsq' class="btn_sq">去授权</button>
</view>
<view class="xpl" wx:if="{{userid!=''}}">
<form bindsubmit="btnSub">
<view class="top-s">
<view class="top-text">用户名称：</view>
<view class="weui-cell__bd">
<input class="weui-input" name="username" placeholder="输入名称" />
</view>
</view>
<view class="top-s">
<view class="top-text">评论：</view>
<view class="weui-cell__bd">
<textarea bindblur="bindTextAreaBlur" name="text" class="weui-text" auto-height placeholder="自动变高" />
</view>
</view>
<button style="margin: 0 aout;margin-top:40rpx;margin-bottom:40rpx;" type="primary" formType="submit">发表评论</button>
</form>
</view>

说明
针对内容安全，微信云开发提供内容安全功能，可对云开发数据库中存储的信息进行内容安全的规则设置，自动进行内容审核并对触发违规的内容进行
处理。详情请参见 内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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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搭建店铺页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1 16:19:49
本文主要围绕店铺页面进行讲解，更多代码细节可参见 店铺 和 商家。

操作步骤
步骤1：搭建店铺
1. 进入 CMS 内容管理控制台，新建店铺内容模型，数据库名称设置为 dp。
2. 进入新建的店铺页面，如下设置内容集合：
内容类型

展示名称

数据库字段名

单行字符串

店铺名称

name

单行字符串

店铺地点

dpdd

日期与时间

时间

time

布尔值

是否营业

sfyy

图片

店铺照片

dpzp

单行字符串

简介

jj

说明
更多 CMS 内容管理详细操作请参见 搭建轮播图。

3. 然后将它在小程序进行展示。dp.wxml
<!--pages/dp/dp.wxml-->
<view class='search'>
<input type='text' placeholder='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内容' bindinput='input' bindconfirm='confirm' />
<icon type='search' class='icons'></icon>
</view>
<view class="rmbs">
<view class="rmbs-list" wx:for="{{list}}" wx:for-item="item" wx:key="_id" bindtap='showbs' id="{{item._id}}" wx:if="{{item.s
how}}">
<view class="rmbs-list-photo">
<image src="{{item.dpzp}}"></image>
</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
<view class="rmbs-list-text-tit1">{{item.name}}</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jj">{{item.jj}}</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tit2">地址：{{item.dpdd}}</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tit3">
<view class="rmbs-list-text-bt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6, 69, 134);" wx:if="{{item.btn1!=''}}">{{item.btn1}}</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bt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 122, 29);" wx:if="{{item.btn2!=''}}">{{item.btn2}}</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btn" style="background-color: coral;" wx:if="{{item.btn3!=''}}">{{item.btn3}}</view>
<view class="rmbs-list-text-btn" wx:if="{{item.btn4!=''}}">{{item.btn4}}</view>
</view>
</view>
</view>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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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js
// pages/dp/dp.js
wx.cloud.init({
env: 'ccntst-8gsp6zkw250f8e38',
traceUser: true,
})
const db=wx.cloud.database()
Page({
/**
* 页面的初始数据
*/
data: {
rmbs:"",
list: [],
list_id:''
},
bindPickerChange: function(e) {
console.log('picker发送选择改变，携带值为', e.detail.value)
this.setData({
index: e.detail.value
})
},
bindPickerChange1: function(e) {
console.log('picker发送选择改变，携带值为', e.detail.value)
this.setData({
index1: e.detail.value
})
},
input(e) {
console.log(e)
this.search(e.detail.value)
},
//点击完成按钮时触发
confirm(e) {
this.search(e.detail.value)
},
search(key) {
var that = this;
//从本地缓存中异步获取指定 key 的内容
var list = wx.getStorage({
key: 'list',
//从Storage中取出存储的数据
success: function (res) {
// console.log(res)
if (key == '') { //用户没有输入时全部显示
that.setData({
list: res.data
})
return;
}
var arr = []; //临时数组，用于存放匹配到的数组
for (let i in res.data) {
res.data[i].show = false; //所有数据隐藏
if (res.data[i].name.indexOf(key) >= 0)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7 共160页

云开发 CloudBase

res.data[i].show = true; //让匹配到的数据显示
arr.push(res.data[i])
}
}
if (arr.length == 0) {
that.setData({
list: [{
show: true,
name: '没有相关数据！'
}]
})
} else {
that.setData({
list: arr
})
}
},
})
},
bindPickerChange2: function(e) {
console.log('picker发送选择改变，携带值为', e.detail.value)
this.setData({
index1: e.detail.value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this.setData({
list_id:options.list_id
})
console.log( this.data.list_id),
db.collection("dp").get().then(res=>{
wx.setStorage({
key: 'list',
data: res.data
})
this.setData({
list: res.data,
})
})
},
showbs:function(e){
console.log(e.currentTarget.id)
wx.navigateTo({
url:'/pages/fbgl/fbgl?list_id='+e.currentTarget.id,
})
},
})

步骤2：搭建商家页面
1. 进入 CMS 内容管理控制台，新建商品内容模型，数据库名称设置为 sp。
2. 进入新建的商品页面，如下设置内容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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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类型

展示名称

数据库字段名

单行字符串

名称

name

数字

价格

jg

数字

销量

xl

单行字符串

配料

pl

图片

照片

zp

关联

商家

sj

其中，商家关联内容选择店铺，展示字段选择店铺名称。

说明
更多 CMS 内容管理详细操作请参见 搭建轮播图。

3. 在用户点击商家跳转到商品页面，我们依然需要传递商家的 ID。fbgl.wxml
<!--pages/fbgl/fbgl.wxml-->
<view class="wdl_ban" wx:if="{{userid==''}}">
<view class="wdl">
<image src="../../images/font-ui/wdl.png"></image>
</view>
<view class="text_main">您还未授权登录，请授权登录！</view>
<button size="mini" type="primary" bindtap='showsq' class="btn_sq">去授权</button>
</view>
<view class="contmian" wx:if="{{userid!=''}}">
<view class="mian_box" wx:for="{{rmb}}" wx:for-item="item" wx:key="_id" bindtap='showbs' >
<view class="main_box_left">
<image src="{{item.zp}}" class="zszp"></image>
</view>
<view class="main_box_right">
<view class="tit_zs">{{item.name}}</view>
<view class="pl">配料:{{item.pl}}</view>
<view class="pl">月售:{{item.xl}}</view>
<view class="jg">￥ {{item.jg}}</view>
<button size="mini" type="primary" bindtap="addCart" id="{{item._id}}" class="btn_9">购买</button>
</view>
</view>
</view>

fbgl.js
// pages/fbgl/fbgl.js
wx.cloud.init({
env: 'ccntst-8gsp6zkw250f8e38',
traceUser: true,
})
const db=wx.cloud.database()
var myDate = new Date();
P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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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的初始数据
*/
data: {
userid: '',
list_id:'',
rmb:''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this.setData({
list_id:options.list_id
})
console.log( this.data.list_id)
const app = getApp()
var userid = app.globalData.userid
this.setData({
userid: userid,
})
db.collection("sp").where({sj:this.data.list_id}).get().then(res=>{
console.log(res)
this.setData({
rmb:res.data
})
})
},
showsq: function () {
wx.switchTab({
url: '../my/m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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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搭建订单页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1 16:19:53
本文主要围绕订单页面进行讲解，更多代码细节可参见 订单 和 订单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搭建云函数 look
1. 右击当前环境文件夹，单击新建 Node.js 云函数，并将文件命名为 look。

2. 在 look 云函数下，index.js 文件下编写聚合阶段联表查询代码。
// 云函数入口文件
const cloud = require('wx-server-sdk')
cloud.init({
env: '环境 ID'}
)
const db = cloud.database()
// 云函数入口函数
exports.main = async (event, context) => {
var text= event.userid
return await db.collection('dd').aggregate()
.lookup({
from: 'sp',
localField: 'sp',
foreignField: '_id',
as: 'bookList',
})
.end()
}

说明：
与同个数据库下的一个指定的集合做 left outer join (左外连接)。对该阶段的每一个输入记录， lookup 会在该记录中增加一个数组字段，该数组是
被联表中满足匹配条件的记录列表。 lookup 会将连接后的结果输出给下个阶段。

这里我们使用连表查询，使用 Aggregate.lookup(object: Object): Aggregate 方法。
lookup({
from: <要连接的集合名>,
localField: <输入记录的要进行相等匹配的字段>,
foreignField: <被连接集合的要进行相等匹配的字段>,
as: <输出的数组字段名>
})

参数字段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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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字段

说明

from

要进行连接的另外一个集合的名字
可选。指定在 pipeline 中可以使用的变量，变量的值可以引用输入记录的字段，例如 let: { userName: '$name' } 就代表将输入记录的

let

name 字段作为变量 userName 的值。在 pipeline 中无法直接访问输入记录的字段，必须通过 let 定义之后才能访问，访问的方式是在
expr 操作符中用 $$变量名 的方式访问，例如 $$userName。

pipeline

as

指定要在被连接集合中运行的聚合操作。如果要返回整个集合，则该字段取值空数组 []。在 pipeline 中无法直接访问输入记录的字段，必须
通过 let 定义之后才能访问，访问的方式是在 expr 操作符中用 $$变量名 的方式访问，例如 $$userName。
指定连接匹配出的记录列表要存放的字段名，这个数组包含的是匹配出的来自 from 集合的记录。如果输入记录中本来就已有该字段，则该
字段会被覆写

该操作等价于以下伪 SQL 语句：
SELECT *, <output array field>
FROM collection
WHERE <output array field> IN (SELECT <documents as determined from the pipeline>
FROM <collection to join>
WHERE <pipeline> );

步骤2：搭建云函数 lookup
1. 右击当前环境文件夹，单击新建 Node.js 云函数，并将文件命名为 lookup。

2. 由于商品里面的 _id 与订单里面 sp 相同，在 lookup 云函数下，index.js 文件编写以下代码，实现两个表的关联。
// 云函数入口文件
const cloud = require('wx-server-sdk')
cloud.init({
env: '环境 ID'}
)
const db = cloud.database()
// 云函数入口函数
exports.main = async (event, context) => {
var text= event.userid
return await db.collection('dd').aggregate()
.lookup({
from: 'sp',
localField: 'sp',
foreignField: '_id',
as: 'bookList',
})
.end()
}

3. 然后我们在 dingdan.js 页面传 openid 到云函数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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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const app = getApp()
var userid = app.globalData.userid
this.setData({
userid: userid,
})
wx.cloud.callFunction({
name: 'lookup',
data: {
userid: app.globalData.userid
},
complete: res => {
console.log(res.result.list)
this.setData({
rmb: res.result.list
})
}
})
},

步骤3：搭建购物车页面
1. 接下来我们搭建购物车页面。dingdan.wxml
<!--pages/dingdan/dingdan.wxml-->
<view class="qsy" wx:if="{{openid!=''&&rmb==''}}">
<view class="mydd">
<image src="../../images/font-ui/zwjl.png"></image>
</view>
<view class="text_wydd">暂未有订单，快去下单吧！</view>
</view>
<view class="qsy" wx:if="{{openid==''}}">
<view class="wdl">
<image src="../../images/font-ui/wdl.png"></image>
</view>
<view class="text_main">您还未授权登录，请授权登录！</view>
<button bindtap="getopenid" size="default" class="btn_sq" type="primary">登录</button>
</view>
<view wx:if="{{openid!=''&&rmb!=''}}" class="text_main1" wx:for="{{rmb}}" wx:for-item="item" wx:key="_id" bindtap='show
bs' id="{{item._id}}" wx:if="{{openid==item.userid&&item.xd==0}}">
<view class="main_gwc">
<view class="title">
<view class="sjmc_1">
{{item.bookList[0].name}}
</view>
<button size="mini" type="primary" class="sp_btn" id="{{item._id}}" bindtap="binxd">下单</button>
<button size="mini" type="warn" class="sp_btn" id="{{item._id}}" bindtap="binqc">清除商品</button>
</view>
<view class="zp_sp">
<image src='{{item.bookList[0].zp}}'></image>
</view>
<view class="zp_nrl">
<view class="title_zpnrl">
配料：{{item.bookList[0].p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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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class="title_zpnrl1">
价格：{{item.bookList[0].jg}}
</view>
<view class="title_zpnrl">
加入时间：{{item.time}}
</view>
</view>
</view>
</view>

dingdan.js
// pages/dingdan/dingdan.js
wx.cloud.init({
env: '环境 ID',
traceUser: true,
})
const db = wx.cloud.database()
const app = getApp();
Page({
/**
* 页面的初始数据
*/
data: {
msgList: "",
userid: '',
username: "",
openid: '',
rmb: ''
},
showsq: function () {
wx.switchTab({
url: '../my/my',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const app = getApp()
var userid = app.globalData.userid
this.setData({
openid: userid,
})
wx.cloud.callFunction({
name: 'lookup',
data: {
userid: app.globalData.userid
},
complete: res => {
console.log(res.result.list)
this.setData({
rmb: res.result.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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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inqc: function (e) {
console.log(e.currentTarget.id)
db.collection('dd').doc(e.currentTarget.id).remove({
success: function (res) {
}
})
wx.cloud.callFunction({
name: 'lookup',
data: {
userid: app.globalData.userid
},
complete: res => {
console.log(res.result.list)
this.setData({
rmb: res.result.list
})
}
})
},
binxd: function (e) {
db.collection('dd').doc(e.currentTarget.id).update({
// data 传入需要局部更新的数据
data: {
// 表示将 done 字段置为 true在用户下单我们将xd状态变更成1
xd: 1
},
success: function(res) {
wx.showToast({
title: '下单成功',
icon: 'success',
duration: 2000
})
}
})
wx.cloud.callFunction({
name: 'lookup',
data: {
userid: app.globalData.userid
},
complete: res => {
console.log(res.result.list)
this.setData({
rmb: res.result.list
})
}
})
},
xd: function (e) {
wx.navigateTo({
url: '/pages/xd/xd',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5 共160页

云开发 CloudBase

},
sxxxx(e) {
wx.cloud.callFunction({
name: 'lookup',
data: {
userid: app.globalData.userid
},
complete: res => {
console.log(res.result.list)
this.setData({
rmb: res.result.list
})
}
})
},
})

2. 效果如下：

步骤4：搭建取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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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 ddgl.js 页面，增加以下方法实现取餐和取消商品功能。
binqc: function (e) {
wx.showModal({
title: '提示',
content: '是否确认取消订单，会影响您的诚信度哦！',
success(res) {
if (res.confirm) {
console.log('确定')
console.log(e.currentTarget.id)
db.collection('dd').doc(e.currentTarget.id).remove({
success: function (res) {
wx.navigateTo({
url: '/pages/index/index',
})
}
})
} else if (res.cancel) {
console.log('取消')
}
}
})
},
binxd: function (e) {
wx.showModal({
title: '取餐',
content: '取餐号为' + e.currentTarget.id,
success(res) {
if (res.confirm) {
db.collection('dd').doc(e.currentTarget.id).update({
// data 传入需要局部更新的数据
data: {
// 表示将 done 字段置为 true
qccg: 1,
qcsj: myDate.toLocaleString(),
},
success: res => {
wx.showToast({
title: '取餐成功',
icon: 'success',
duration: 2000
})
}
})
} else if (res.cancel) {
console.log('用户点击取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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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终效果如下：

至此，该小程序的全部功能已实现完成。更多详情请参见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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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端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7 17:25:19
本文档介绍如何使用云开发能力，无需域名、无需服务器，即可快速搭建一个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最后成型的应用展示如下：

提供的功能有：
学生信息（姓名、年龄、头像）的录入
学生信息读取和展示
文件上传

准备工作
1. 请 注册腾讯云账号，注册成功后即可使用腾讯云服务，已注册可忽略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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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建环境窗口中，根据实际需求填写环境名称，选择套餐，单击立即开通即可开通环境。

3. 开通成功之后，单击环境名称，进入环境总览页面。请记住您的环境 ID，这个 ID 在后续步骤将被使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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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静态网站托管，在页面中单击开通静态托管服务。

当您能看到如下界面时，即说明静态网站托管开通成功。

操作步骤
步骤1：开启匿名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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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学生信息管理系统，需开启匿名登录，前往 登录授权 控制台，单击匿名登录开关，如下：

步骤2：创建云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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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 共160页

云开发 CloudBase

1. 单击左侧 云函数，单击新建新建云函数，开始创建云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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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函数名为 index，运行环境为 Nodejs 10.15，将下文的 示例代码 拷贝到 index 函数内并保存。

注意：
请将代码第2行的envId改为您的真实环境 ID。
请将代码第26行的region信息改为环境所属地区信息：
广州地区为"ap-guangzhou"。
上海地区为"ap-shanghai"。

函数完整代码如下：
//替换 envId 为您的环境ID
const envId = "envId"
exports.main = async (event) => {
// 网页JS代码
const script =
`
var envId = "${en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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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FunctionQuickStarter {
constructor() {
// 绑定 dom
this.addNameInpu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add-name")
this.deleteNameInpu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delete-name")
this.addAgeInpu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add-age")
this.addAvatarInpu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add-avatar")
this.addDataButto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add-button")
this.infoBox = document.getElementById("info-box")
// 绑定 dom listener
this.addAvatarInput.addEventListener("change", this.addAvatar.bind(this), false)
this.addDataButton.addEventListener("click", this.addData.bind(this), false)
// 初始化 CloudBase
// 如果您的环境属于上海地域，请将 region 信息改为"ap-shanghai"
this.app = cloudbase.init({
env: envId,
region:"ap-guangzhou"
})
this.setButtonStatus(true)
this.signIn()
}
setButtonStatus(status) {
this.addDataButton.disabled = status
if (!status) {
this.queryData()
}
}

// 匿名登录
signIn() {
var auth = this.app.auth({
persistence: "local"
})
if(!auth.hasLoginState()) {
auth.anonymousAuthProvider().signIn()
.then(() => {
this.setButtonStatus(false)
})
} else {
this.setButtonStatus(false)
}
}
// 录入信息
addData(e) {
e.stopPropagation()
e.prevent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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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name = this.addNameInput.value
var age = parseFloat(this.addAgeInput.value)
var coll = this.app.database().collection("test_db")
if (!name) {
window.alert(
"姓名不能为空!"
)
return
}
if (!(age > 0 && age < 200)) {
window.alert(
"年龄需要在 0 ~ 200 之间"
)
return
}
if (!this.avatarUrl) {
window.alert(
"头像不能为空!"
)
return
}
this.setButtonStatus(true)
coll.add({
name: name,
age: age,
avatar: this.avatarUrl
}).then((res) => {
if (res.code) {
console.log("数据库新增失败", res)
// 打印数据库新增失败的信息
window.alert(
"成绩录入失败: [code=" + res.code + "] [message=" + res.message + "]"
)
} else {
console.log("数据库新增成功", res)
this.avatarUrl = ""
window.alert(
"成绩录入成功!"
)
}
this.setButtonStatus(false)
})
}
// 上传头像
addAvatar(e) {
e.stop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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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eventDefault()
var file = e.target.files[0]
var name = file.name
this.app.uploadFile({
cloudPath: (new Date()).valueOf() + "-" + name,
filePath: file
}).then(res => {
// 云文件ID
var fileID = res.fileID
// 通过云文件ID 获取 云文件链接
this.app.getTempFileURL({
fileList: [fileID]
}).then(res2 => {
var fileObj = res2.fileList[0]
var url = fileObj.tempFileURL
this.avatarUrl = url
})
})
}
// 查询信息
queryData() {
var coll = this.app.database().collection("test_db")
coll.where({}).get().then((res) => {
if (res.code) {
console.log("数据库查询失败", res)
// 打印数据库查询失败的信息
window.alert(
"成绩查询失败: [code=" + res.code + "] [message=" + res.message + "]"
)
} else {
console.log("数据库查询成功", res)
// 打印数据库查询结果
var html =
"<tr>" +
"<th>姓名</th>" +
"<th>年龄</th>" +
"<th>头像</th>" +
"</tr>"
if (res.data.length > 0) {
res.data.forEach((data) => {
html +=
"<tr>" +
"<td>" + data.name + "</td>" +
"<td>" + data.age + "</td>" +
"<td><img src='" + data.avatar + "' style='width:60px;height:60px'></td>" +
"</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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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infoBox.innerHTML =
"<table style='margin: 0 auto'>" +
html +
"</table>"
} else {
window.alert(
"查无此人!"
)
}
}
})
}
}
window.addEventListener("load", function() {
window.app = new FunctionQuickStarter()
})
`
// 网页HTML代码
const body =
`
<!doctype html>
<html lang="zh">
<head>
<meta charset="utf-8">
<script src="https://imgcache.qq.com/qcloud/cloudbase-js-sdk/1.4.1/cloudbase.full.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script>
</head>
<body style="text-align:center;">
<header>
<h1>学生信息系统</h1>
</header>
<div style="margin: 0 30%; padding: 20px 0; border: solid;">
<h2>录入信息</h2>
<form>
姓名:
<input id="add-name">
<br><br>
年龄:
<input id="add-age">
<br><br>
头像:
<input type="file" id="add-avatar" accept=".jpg, .jpeg, .png" style="width: 153px"/>
<br><br>
<button id="add-button">录入</button>
<br><br>
</form>
<h2>信息列表</h2>
<div id="info-box"></div>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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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html>
`
return {
statusCode: 200,
headers: {
'content-type': 'text/html'
},
body: body
}
}

步骤3：启用访问服务
1. 前往 云开发 控制台访问服务页面，打开访问服务开关，如下：

2. 单击新建，开始新建触发路径，配置项如下说明：
触发路径：填写/quickstart 。
关联资源：选择步骤2中创建的 index 函数。

3. 单击确认即可添加成功。

步骤4：创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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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 数据库 控制台新建集合页面。
2. 单击新建集合，创建集合名为test_db的数据库集合。

3. 单击集合名称，进入集合管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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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权限设置页签中，设置该集合的权限设置为所有用户可读。

5. 单击保存完成配置。

步骤5：访问网站
1. 完成以上配置后，在 访问服务 页面，即可复制访问服务的域名，如下：

2. 使用复制的域名xx.service.tcloudbase.com/quickstart，即可访问搭建好的学生管理系统。
说明：
如果在访问页面时遇到跨域错误，请前往 安全配置-WEB安全域名 ，将 访问服务 的默认域名设置为安全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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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 Todo List 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7 17:25:24
本文档介绍如何无需域名、无需服务器快速搭建一个Todo List 应用，该应用可记录您的待办事项并可为待办事项添加附件。最终成型的应用展示如下：

准备工作
1. 请 注册腾讯云账号，注册成功后即可使用腾讯云服务，已注册可忽略此步骤。
2. 在新建环境窗口中，根据实际需求填写环境名称，选择套餐，单击立即开通即可开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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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通成功之后，单击环境名称，进入环境总览页面。请记住您的环境 ID，这个 ID 在后续步骤将被使用，如下所示：

4. 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静态网站托管，在页面中单击开通静态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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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能看到如下界面时，即说明静态网站托管开通成功。

步骤1：开启匿名登录
搭建 Todo List 应用，需开启匿名登录功能，请前往 登录授权 控制台，打开匿名登录开关，如下图所示：

步骤2：建立本地 Todo List 文件
1. 在本地新建文本文件（Mac 用户推荐使用无格式文本编辑），在文件中填入如下内容，并将第17行代码中的${envId}替换为 准备工作 中复制的环境Id：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script src="https://upload-dianshi-1255598498.file.myqcloud.com/todo-698d26c543e7f35729c121106f55ef1ffaeca67d.js" charset
="utf-8"></script>
<script src="https://imgcache.qq.com/qcloud/tcbjs/1.10.8/tcb.js"></script>
</head>
<body>
<div id="model">
<input id="text-in" type="text" placeholder="写下您的待办事项…">
<label id="file-in" for="file-input">上传附件</label>
<input id="file-input" type="file" onchange="TODO.filechange(this)">
<ul id="todo-list"></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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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cript>
let uid = null;
const app = tcb.init({
env: "${envId}"
})
const auth = app.auth({
persistence: "local"
});
const db = app.database();
window.onload = function () {
sign();
TODO.init();
}
function sign() {
auth.anonymousAuthProvider().signIn().then(() => {
uid = auth.hasLoginState().user.uid;
db.collection('todo').doc(uid).get().then(res => {
if (res.data.length == 0) {
db.collection('todo').add({
_id: uid,
list: TODO.todo,
time: new Date()
}).then(res => {
console.log(res);
watchtodo();
})
}
else {
console.log(res);
TODO.todo = res.data[0].list;
TODO.todoinit();
watchtodo();
}
});
app.callFunction({
name:'todo_getNumber'
}).then(res=>{
document.getElementById('model').innerHTML+=`<p class='bottom-des'>共${res.result}人使用云开发TODO</p>`
})
})
}
TODO.itemChange = function (id, type, des) {
if (type === 'add') {
if (des != null) {
app.uploadFile({
cloudPath: `todo/${uid}/${TODO.todo[id].file}`,
filePath: des
}).then((result) => {
console.log(result)
TODO.todo[id].file = result.fileID
updateto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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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updatetodo()
}
} else if (type === 'delete') {
if (TODO.todo[id].file != null) {
app.deleteFile({
fileList: [TODO.todo[id].file]
}).then((result) => {
delete TODO.todo[id]
console.log(result)
updatetodo()
});
} else {
delete TODO.todo[id]
updatetodo()
}
} else {
updatetodo()
}
}
TODO.downLoadfile = function (file) {
app.downloadFile({
fileID: file
})
}
function updatetodo() {
db.collection('todo').doc(uid).update({
list: db.command.set(TODO.todo),
time: new Date()
}).then(res => {
}).catch(e => {
console.log(e);
})
}
function watchtodo() {
db.collection('todo').where({ _id: uid }).watch({
onChange: (snapshot) => {
if (snapshot.msgType != "INIT_EVENT") {
TODO.todo = snapshot.docs[0].list;
TODO.todoinit();
}
},
onError: (error) => {
alert('远端数据库监听失败！');
}
});
}
</script>
</body>
</html>

2. 保存文本文件，并将后缀改为 html，命名为 index.html。

步

托管静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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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托管静态文件
该步骤中您将使用云开发静态网站托管功能。为了让更多人可以访问 Todo List 应用，云开发提供默认域名，可通过公网访问应用。
1. 登录 云开发控制台，进入在 准备工作 中已经创建好的按量计费环境。
2. 进入云开发控制台的 静态网站托管，单击上传文件，上传 步骤2 中的 index.html 文件。

3. 上传完毕后，单击配置信息中的默认域名，在浏览器中打开该链接，即可在公网环境下访问 Todo List 网站。

说明：
默认域名可供您快速验证业务，如您需要对外正式提供网站服务，请前往基础配置绑定您已备案的自定义域名。

步骤4：创建数据库
该步骤中您将使用云开发的数据库功能，将 Todo List 应用内的数据存储在云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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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云开发控制台的 数据库 中，单击新建集合，新建一个名称为 todo 的集合，如下图所示：

之后 Todo List 内的数据便会存储在这个集合中。

步骤5：创建云函数
该步骤中您将使用云开发的云函数功能，以统计共有多少名用户在使用 Todo List 应用。
1. 进入云开发控制台的 云函数，单击新建云函数，开始创建云函数
i. 在基础信息中，将函数名命名为todo_get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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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函数配置中，均选择默认配置。

iii. 单击确定，即可创建云函数。
2. 上传云函数代码包。
i. 单击下载 云函数代码 ZIP 包（需要注册 Gitee 才可进行下载）。
ii. 进入创建好的 todo_getNumber 函数，单击函数代码页签，进入函数代码页面。
iii. 在提交方法选项中，选择本地上传ZIP包，并单击上传，将下载的云函数代码包 ZIP上传至云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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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单击保存，即可完成上传云函数代码包。

步骤6：开始使用
至此，您已经成功创建了一个 Todo List 网页应用，打开 静态网站托管 中的默认域名链接即可访问应用：

总结
该版本的 Todo List 应用为入门教学案例，通过使用云开发中的登录授权、云函数、数据库、云存储、静态托管等功能，快速搭建了一个简易 Todo List 应用
并开放给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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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 Hexo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7 17:25:27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使用云开发快速搭建一个简介的 Hexo 博客框架，无需搭建服务器、无需购买域名，即可完成您的博客搭建与部署。
最终博客成果展示如下：

步骤1：安装 CloudBase CLI 以及本地部署 Hexo
1. 在本地安装 Node.js：如果未安装请前往 Node.js 官网 下载安装，并确保 Node.js 安装成功。
2. 安装 CloudBase CLI。打开命令提示符，执行如下命令：
sudo npm i -g @cloudbase/cli hexo-cli

3. 执行完毕后，在本地新建名称为 Hexo 的文件夹。在该文件夹中，打开命令提示符，并执行如下命令进行初始化：
hexo 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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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初始化过程中，您可以看到如下图的输出：

5. 初始化完成后，执行如下命令，启动预览：
hexo s

预览后，在浏览器中打开 localhost:4000，即可看到部署的 Hexo 博客。

步

创建

发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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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创建云开发环境
1. 登录腾讯云 云开发控制台，单击立即创建并使用，新建一个环境来进行部署。
如果您之前创建过环境，可以继续使用已创建的环境，或者再次新建环境。

2. 在新建环境窗口中，根据实际需求填写环境名称，选择套餐，单击立即开通即可开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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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通成功之后，单击环境名称，进入环境总览页面。请记住您的环境 ID，这个 ID 在后续步骤将被使用，如下所示：

4. 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静态网站托管，在页面中单击开通静态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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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能看到如下界面时，即说明静态网站托管开通成功。

步骤3：初始化云开发 CLI
1. 在本地打开命令提示符，执行如下命令：
cloudbase login

2. 执行命令时，系统将拉起浏览器授权，请登录上述 步骤2.3 中创建云开发环境的账号，进行确认授权。

步骤4：构建 Hexo 部署文件
1. 打开命令提示符，进入到 步骤1.3 创建的 Hexo 文件夹中，执行如下命令：
Hex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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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exo 将会生成部署文件，默认将文件生成在 Public 文件夹下：

3. 执行如下命令，将 Hexo 部署到云开发静态托管中（需要将 EnvID 替换为 步骤2.3 中您创建的环境 ID）。
cloudbase hosting deploy public -e [En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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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浏览部署的 Hexo
1. 回到云开发控制台 静态网站托管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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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基础配置，在域名信息中找到默认域名。

3. 在浏览器中输入该链接并回车，即可打开线上部署好的 Hexo 博客。

步骤6：实现自动化部署（可选）
本文中的自动化部署使用 Github Action 的持续集成服务，实现每一次博客更新后，就自动部署到云开发静态网站托管服务上。

项目部署
假设您的项目之前已经存放在 Github 仓库中，您需要将项目下 public 目录生成的静态网站代码部署到云开发的静态网站托管的根目录下。
1. 配置 Github Actions 文件。
进入项目 Github 文件夹中，在Actions标签页内配置 Github Actions 文件 .github/workflows/main.y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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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以下配置进行修改：
on: [push] # push 代码时触发
jobs:
deploy:
runs-on: ubuntu-latest
name: Tencent Cloudbase Github Action Example
steps:
- name: Checkout
uses: actions/checkout@v2
# 使用云开发 Github Action 部署
- name: Deploy static to Tencent CloudBase
id: deployStatic
uses: TencentCloudBase/cloudbase-action@v1.1.1
with:
# 云开发的访问密钥 secretId 和 secretKey
secretId: ${{ secrets.SECRET_ID }}
secretKey: ${{ secrets.SECRET_KEY }}
# 云开发的环境id
envId: ${{ secrets.ENV_ID }}
# Github 项目静态文件的路径
staticSrcPath: public

配置中主要用到云开发 Github Action 扩展 TencentCloudBase/cloudbase-action@v1.1.1 来部署静态文件，请检查该扩展是否为 最新版本，否
则可能会在自动部署中出现错误。
staticSrcPath 填写静态网站构建产生的目录 public，如需将静态资源部署到云端的某个子目录而非根目录，可以再配置一个参数 staticDestPath:
./public。
2. 配置腾讯云密钥信息及云开发环境 ID 。
前往项目 Github 文件夹的Settings标签页，在项目的Secrets中配置 准备工作 步骤获取的 SECRET_ID 、 SECRET_KEY 、 ENV_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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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部署。
配置完后即可提交代码体验自动部署，在每次 git push 命令完成后， Actions 都会自动运行，将项目的静态资源部署到您的云开发静态托管环境中，部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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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之后即可通过云开发提供的 默认域名 访问来您的网站。

更多扩展玩法
云开发 Tencent CloudBase Github Action 扩展可将 Github 项目自动部署到云开发环境，目前支持静态托管功能，后续将支持其他资源的部署，可以将
Node.js 、 Java、PHP 等语言开发的服务端项目一键部署到云开发，来获得 Serverless 化的动态网站服务，或者自动化部署带有数据库、前端、后端的全
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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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H5 五子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7 17:25:31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使用云开发搭建一个 H5 五子棋小游戏。最终 H5 五子棋成果展示如下：

体验代码
本文五子棋的案例代码，请参见 五子棋源码。

步骤1：创建云开发环境
1. 登录腾讯云 云开发控制台，单击立即创建并使用，新建一个环境来进行部署。
如果您之前创建过环境，可以继续使用已创建的环境，或者再次新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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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建环境窗口中，根据实际需求填写环境名称，选择套餐，单击立即开通即可开通环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3 共160页

云开发 CloudBase

3. 开通成功之后，单击环境名称，进入环境总览页面。请记住您的环境 ID，这个 ID 在后续步骤将被使用，如下所示：

4. 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静态网站托管，在页面中单击开通静态托管服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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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能看到如下界面时，即说明静态网站托管开通成功。

步骤2：初始化云开发 CLI
1. 运行命令提示符，执行如下命令：
cloudbase login

2. 执行命令时，系统将拉起浏览器授权，请登录上述步骤2中创建云开发环境的账号，进行确认授权。

步骤3：获取 H5五子棋源码
1. 下载 H5 五子棋 源码。
初级项目的五子棋源码结构如下：
- index.html
- black.png
- white.png

2. 五子棋项目的棋盘以及棋子使用 canvas 构建，最后落子使用图片绝对布局来实现。
3. 在初级五子棋项目中，未提供与服务器交互的能力，只能进行单机的电脑对战。对此项目更加深入的兴趣请微信关注“腾讯云云开发公众号”，获得该项目第
一手资料。
4. 运行命令提示符，定位到源码所在的目录，执行如下命令，将项目部署到云开发静态托管中（需要将 envId 替换为 步骤1 中您所创建的环境 ID）。
tcb hosting deploy -e envId

步骤4：浏览部署的五子棋项目
1. 回到云开发控制台 静态网站托管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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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基础配置，在域名信息中找到默认域名。

3. 在浏览器中打开此链接，则看到线上部署好的 H5 五子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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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盲水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6 10:49:35
本文主要介绍图像盲水印功能，该功能可以为图像添加盲水印，也可以对水印进行提取验证。

适用场景
鉴权追责
您可对图片资源增加半盲水印，在发现恶意攻击方盗取您的资源后将疑似被盗取图取回，并与相应原图进行盲水印提取操作，若能够得到有效水印图即可证明资源
归属。
上传查重
为解决部分用户使用其他用户资源重复上传相同信息的问题（如房产图、汽车图、商品图等），您可在用户上传图片资源前先进行全盲水印提取，若提取到水印图
信息则证明该图片来自之前已有资源，并进行相应操作（如提醒用户请勿重复上传资源）；若不存在全盲水印则添加全盲水印，保护图片资源不被其他用户下载后
重复上传。
资源防泄露
对于内部分享的图片资源，您可通过文字盲水印将访问方的信息在请求图片时添加至图片中，当资源泄露后可通过流传出的资源图提取出盲水印，进而得到泄露方
信息。

步骤1：安装扩展
1. 登录 云开发控制台，选择目标环境CustomEnv。
2. 在更多扩展能力下找到图像盲水印扩展能力，单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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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提示完成扩展安装。

步骤2：上传原图和水印图
1. 保存以下两张图片至本地：
原图（demo.png）

水印图（mark.png）

2. 在云开发控制台中，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存储，进入云存储页面。
3. 单击上传文件，将两张图片上传至云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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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将原图以 demo.png 命名、水印图以 mark.png 命名上传到当前环境的云存储中。

步骤3：创建云函数
1. 在云开发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中的云函数，进入云函数页面。
2. 单击新建云函数，创建云函数如 image_watermark_demo，如下图所示。

3. 创建 package.json 文件。
单击刚创建的函数名（image_watermark_demo），进入函数配置页，单击函数代码，单击文件 > 新建文件，创建一个 package.json 文件。

将如下代码示例输入函数代码在线编辑器中后单击保存。
{
"name": "image_watermark_demo",
"version": "1.0.0",
"description": "图像盲水印示例",
"main": "index.js",
"dependencies": {
"@cloudbase/extension-ci": "^0.1.0",
"tcb-admin-node": "^1.22.0"
},
"author": "t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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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ISC"
}

4. 更新 index.js 文件。
单击 index.js 文件，代码框中输入如下代码后单击保存即可部署代码（自动在云端安装依赖）。
注意：
替换代码中的 ${CustomEnvId} 为当前环境的真实 ID。

'use strict';
exports.main = async (event, context, callback) => {
const extCi = require("@cloudbase/extension-ci");
const tcb = require("tcb-admin-node");
tcb.init({
env: "${CustomEnvId}"
});
tcb.registerExtension(extCi);
async function addWaterMark() {
try {
const opts = {
rules:
[
{
fileid: "/watermark_demo.png",
rule: { // 添加水印处理规则
mode: 3,
type: 2,
image: 'mark.png' // 黑底白色图片，不超过原图的1/8
}
}
]
}
const res = await tcb.invokeExtension("CloudInfinite", {
action:'WaterMark',
cloudPath: "demo.png", // 存储图像的绝对路径，与tcb.uploadFile中一致
operations:opts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data, null, 4));
} catch (err)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err, null, 4));
}
}
await addWaterMark();
async function getWaterMark() {
try {
const opts = {rules: [
{
fileid: "/watermark_demo_mark.png", // 结果图像
rule: { // 提取水印处理规则
mode: 4,
typ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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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mark.png'
}
}
]}
const res = await tcb.invokeExtension("CloudInfinite", {
action:'WaterMark',
cloudPath: "watermark_demo.png", // 水印图像
operations: opts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res.data, null, 4));
} catch (err) {
console.log(JSON.stringify(err, null, 4));
}
}
await getWaterMark();
callback(null, {
code: 0,
msg: 'OK'
});
}

步骤4：测试云函数
单击页面右上角测试 > 运行测试运行云函数。

步骤5：查看处理结果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云存储，查看处理结果。

说明：
更多信息可参见 图像盲水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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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审核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5 10:43:55
本文介绍云开发内容审核的使用场景，并演示如何使用内容审核功能。

内容审核介绍
什么是内容审核
内容审核是基于图像、文本、音视频的检测技术，可自动检测低俗、违法违规、色情、广告、图文违规等内容，对用户上传的图片、文字、音视频进行内容审核，
以满足上传要求，帮助客户降低业务违规风险。
常见的内容审核方式有：
图像内容审核
图像内容审核，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对图片内容进行检测，准确识别图像中的敏感违法元素、违规内容等，帮助业务规避违规风险。
文本内容审核
文本内容审核，采用人工智能文本检测技术有效识别违法违规、广告、辱骂、违禁品和灌水文本内容，提供定制化的文本敏感内容审核方案。

云开发内容审核介绍
云开发内容审核 为托管在云开发内的内容（云数据库里存储的数据、云存储上存储的文件）提供快速的内容审核服务。可快速设置内容审核规则（审核范围、审
核场景、违规后自动封禁处理），数据库文档变更后异步审核，文本内容秒级完成审核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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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前仅支持云数据库内的文档进行内容审核。

内容审核的常见场景
在当下的互联网环境下，内容审核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以一个论坛网站为例：小到一个用户的用户名注册内容审核、用户在评论区或留言区的评论内容审核，大到
用户发帖的整个帖子的内容审核。
凡是能让用户自由输入内容的地方都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审核，从而防止论坛被大量不良信息所围绕，造成网站服务器资源被浪费，严重的影响了网站形象，更有甚
者网站站长可能会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前提条件
已有一个可用的 按量计费环境。

操作步骤
单击一个按量计费环境，进入环境 > 内容审核 > 安全配置页面，在安全配置页可以看到有两大部分：审核规则和审核详情。

步骤1：创建审核规则
在进行内容审核之前，需要先创建审核规则，即制定对哪些内容进行什么样的规则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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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新建，开始创建审核规则。

2. 选择对云数据库中哪个集合进行内容审核，例如需要对用户评论内容进行审核，则选择存储用户评论的集合，如下：

说明：
该下拉框中所列出的集合即是数据库中所有的集合，如果当前下拉框中没有集合，则您需要在左侧导航栏数据库中先创建一个集合。

3. 选择完集合后，还需填写对该集合下的哪个字段进行审核，例如需要对用户评论内容进行审核，则填写评论集合里的评论内容字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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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拟定一个屏蔽文案，当出现违规内容时，用于提示用户的信息，默认为：该内容已违规暂不显示。如下：

5. 开启对违规内容进行自动屏蔽开关。开启后，系统如果检测到某条内容违规，则会对内容进行自动屏蔽，并以4中拟定的自定义屏蔽文案进行重写。如果不开
启，则只对内容进行审核打分，不自动重写屏蔽。一般建议开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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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启后，需要选择审核场景，即对什么类型的违规内容进行审核，如谩骂、广告、违法、色情等。一般建议全选，如下：

说明：
违规类型后的审核分数是指：当系统对内容进行审核时，会对被审核的内容进行打分，分数越高表示内容违规程度越高，当打出的分数大于所填写
的审核分数时，系统将会对内容进行自动屏蔽。
审核分数可理解为对当前违规类型的“容忍度”，分数越低表示容忍度越低，例如对违法信息零容忍，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原
则，即可将违法类型的分数填写的低一点（最低60分），这样系统一旦发现内容疑似属于违法信息，立即将其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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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填写完审核场景后，最后点击勾选条款。

单击确定。即可创建一条新的审核规则。

步骤2：测试审核规则
审核规则创建完毕后，即可测试下创建的审核规则是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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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数据库页，进入到上述所选的集合中，单击添加文档，先添加一条正常的内容：

如下图，对于没有违规的内容是会正常插入到集合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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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次添加文档，并尝试故意输入一些违规内容：

如下图，插入的文档字段包含违规内容，已经被自动屏蔽重写了。

以上说明创建的审核规则已生效。

步骤3：查看审核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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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内容审核页后，再单击顶部的审核详情，能看到审核平台的审核内容以及审核结果，如下：

2. 在测试审核规则时，第二次故意输入的违规内容已成功被审核系统监测到，并准确地识别出违规类型以及对内容的审核评分，如下：

3. 在某些特定的需求场景下，如果发现某条在特定场景下属于是正常内容，但被审核系统误判为违规内容时：

可对该条违规记录进行回滚。

回滚后该条内容在审核记录里的处理状态也变成了已回滚， 并且在数据库中该条记录也可正常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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