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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扩	RPA	平台

产品介绍

云扩	RPA	平台（Encoo	RPA	Platform）	是云扩科技自主研发的企业级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平台。旨在为中国企业客户
提供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智能自动化解决方案。云扩	RPA	平台由三大核心产品组成，分别是：

云扩	RPA	编辑器（Encoo	Studio）：即，RPA	编辑工具，利用可视化界面设计出各种自动化的流程。
云扩	RPA	机器人（Encoo	Robot）：即，RPA	执行工具，用于执行编辑器工具设置好的流程。
云扩	RPA	控制台（Encoo	Console）：即，RPA	控制中心，用于集中调度、管理和监控所有机器人和流程。

这三个工具相互配合，帮助企业快速实现业务流程的自动化。

产品试用

云扩	RPA	试用地址：你可以通过注册登录	云扩	RPA	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的社区版。

产品文档

本文作为云扩	RPA	的帮助指南，所以我们将主要介绍如何使用云扩	RPA	平台去自动化业务流程。点击以下链接，快速开始
我们的	RPA	之旅！

云扩	RPA	编辑器文档
云扩组件库文档
云扩	RPA	机器人文档
云扩	RPA	控制台文档
云扩	ViCode	文档

Introduction

18

https://console.encoo.com/


Introduction

19



云扩	RPA	产品发版说明
本文介绍了云扩	RPA	和	低代码（ViCode）	产品的的功能发布和对应的文档动态，欢迎体验。

提示：

关于社区版与企业版的差异说明及离线文档下载	，请参见	常见问题。

2021.05.13	发版说明
2021.05.13	发布了云扩产品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控制台	|	3.0.45353|	|	ViCode	|	-|

新增功能

【ViCode】

1.	 新增	数据表	模块，支持对数据表的管理、数据表的权限设置以及对数据表中的数据的编辑和设置，使得用户可以便捷使
用数据表。

2.	 支持在数据源中新增	数据表类型的数据源，能够关联已创建的数据表，使得开发人员可以快速对数据表中的数据进行相
应的数据操作。

3.	 手机端支持使用“我的应用”，方便用户在企业微信中快速查找使用“我的应用”小程序，提升用户体验。

【ViCode	的组件库】

1.	 图表组件	>	折线图，用于包含	x	轴和	y	轴的图显示数据的统计图，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	ViCode	应用。

【控制台】

1.	 在审计日志中，加入数据连接和	ViCode	相关的审计操作记录，方便管理员进行安全审计。

2021.04.29	发版说明
2021.04.29	发布了云扩产品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控制台	|	3.0.44566|	|	ViCode	|	-|

新增功能

【ViCode】

1.	 在应用的编辑模式中，支持选中组件后进行复制和删除操作，提升开发人员使用体验。
2.	 在应用的编辑模式中，支持画布按	Web	端和移动端进行切换，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适应不同平台的应用。
3.	 新增	主题	功能，支持应用的整体风格调整，方便开发人员根据自己喜好开发出不同风格的应用。
4.	 在“我的应用”中，支持收藏应用，方便用户可以在控制台首页中快速查找已收藏的应用。

【ViCode	的组件库】

1.	 布局组件	>	分栏布局，用于设置各组件在应用页面的相对布局位置，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	ViCode	应用。
2.	 输入组件	>	文件上传，用于将指定文件上传至控制台中的“文件服务”中，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	ViCode	应用。
3.	 图表组件	>	柱状图，用于显示的多系列对比柱形图，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	ViCode	应用。
4.	 图表组件	>	饼状图，用于显示的统计数据占比统计图，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	ViCode	应用。

改进与增强

最新发版说明

20



【ViCode】

1.	 优化	全局变量，修改为在页面左侧菜单显示，并支持	json	格式显示，使得开发人员可以创建复杂变量并应用。
2.	 应用管理与应用开发模块合并，使得管理员和开发人员可以集中管理与开发当前部门下的应用。

【控制台】

1.	 优化控制台首页，支持查看已收藏的	ViCode	应用，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2021.04.15	发版说明

2021.04.15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控制台	|	3.0.42086|	|	ViCode	|	-|

新增功能

【ViCode】

1.	 支持为页面配置事件属性，当页面进入或页面离开时，可以触发指定的事件行为，提升开发人员工作效率。
2.	 支持在画布中按下	Space	空格键时，可以拖拽画布，提升开发人员使用体验。

【ViCode	的组件库】

1.	 展示组件	>	图标，实现指定小图标的展示，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	ViCode	应用。
2.	 展示组件	>	视频，实现指定音频或视频的播放，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	ViCode	应用。
3.	 输入组件	>	多行文本框，实现输入多行文本的输入框，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	ViCode	应用。
4.	 输入组件	>	单选框，实现每次仅能从多个选项中选择一个选项，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	ViCode	应用。

【控制台】

1.	 新增	文件类数据连接器，支持	MiniO、EncooStorage、AzureBlob	文件存储，使管理员可以根据适用场景进行选择数据源
类型。

2.	 多重身份验证配置	中，新增支持虚拟	MFA	验证，提升系统的安全性。

改进与增强

【ViCode】

1.	 优化	连接器映射关系	配置，只支持修改	ViCode	应用中已使用的测试连接器对应的生产连接器，提升管理员开发效率。
2.	 优化组件的默认填充样式，使得所有组件拖拽至画布中默认横向自动扩展占满画布，提升开发人员使用体验。

【控制台】

1.	 优化文件服务，支持	新建根目录文件夹	时绑定已创建的文件类连接器，方便管理员管理文件类连接器中的文件夹及文
件。

2021.04.02	发版说明
2021.04.02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编辑器	|	1.1.2103.13|	|	机器人	|	1.1.2103.13|	|
AI	Hub	|-|

新增功能

最新发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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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

1.	 支持在整个流程中，仅	调试单个组件，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2.	 支持拖拽流程文件至编辑区域中，自动生成	调用子流程	组件，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3.	 企业版支持	远程	RDP，使得用户在本地客户端也能操作远程桌面端的界面自动化。
4.	 新增	数据抓取	流程模板，可以根据该模板快速构建抓取数据的流程，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5.	 支持在设置页面中，查看	快捷键，方便用户查阅快捷键，提升用户体验。
6.	 支持在	快速访问	页中，快速访问云扩官网等实用链接，提升用户体验。
7.	 支持在	帮助	>	关于	页面中，查看当前版本的“更新说明”，提升用户体验。

【组件库】

1.	 手机自动化	>	截屏，方便获取当前手机屏幕的截图。
2.	 手机自动化	>	获取结构化数据，方便获取移动端的结构化数据。
3.	 手机自动化	>	设置剪贴板文本、获取剪贴板文本，适用于移动端无法获取的文本内容的场景，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4.	 界面自动化	>	设置	Web	元素属性值，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5.	 界面自动化	>	设置窗口，实现设置指定窗体的状态，如，最大/小化、还原操作，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6.	 资源	>	数据表	>	创建表、删除表、执行语句、更新表、查询、清空全部数据表，实现在项目创建的内部资源中对数据表

的操作，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7.	 资源	>	文本	>	文本赋值、读取文本，实现在项目创建的内部资源中对文本的操作，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8.	 软件自动化	>	邮件	>	移动邮件（Outlook）,	实现将某一邮箱中接收到的邮件移动至指定邮箱收件箱中指定的文件夹中，

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AI	Hub】

1.	 支持机器人调用	AI	Hub	组件，提高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2.	 新增云扩自研	AI	通用识别组件，增强识别通用文字能力。
3.	 使用计数基于租户，所有次数对应于每个平台每个服务每个租户上，使得用户可管可控。
4.	 账户的服务配置基于租户，同意租户下用户共享配置(key/secret/使用次数限制等），方便用户基于租户进行服务配置。

改进与增强

【编辑器】

1.	 优化	打开浏览器	组件，支持浏览器静默运行，实现机器人后台工作，不干扰前端业务人员，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2.	 优化浏览器录制技术类型，支持根据浏览器类型适配对应的录制技术，提升用户体验。
3.	 优化手机自动化组件中的选择器编辑器，支持在属性值中填写变量，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4.	 优化	XPath	列表，支持相近节点提示且取消	XPath	控件类型限制，提升用户体验。
5.	 优化	搜索变量	功能，支持在菜单栏中搜索所有流程文件中的变量并定位，方便用户快速查找并定位变量位置。
6.	 优化	本地版本控制，支持流程文件的树结构与文本两种比较方式切换，提升用户体验。
7.	 优化	调试部分组件	时的窗口样式并支持设置流程变量或参数，提升用户体验。

【组件库】

1.	 界面自动化	>	获取结构化数据，优化界面样式和支持获取自定义属性信息，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2.	 代码组件	>	JavaScript，支持指定变量进行传参，替代原本使用所有变量进行执行	JS	代码，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2021.04.01	发版说明

2021.04.01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控制台	|	3.0.42086|	|	小程序	|-|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最新发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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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

【小程序】

1.	 新增	数据源管理，支持管理小程序应用内的	SQL	和	Restful	API	数据源，提升开发人员工作效率。
2.	 新增	代码管理，支持执行	JavaScript	代码，提升开发人员工作效率。
3.	 新增	连接器映射关系管理，支持配置连接器映射关系，使小程序发布或停用后可自动切换生产环境与测试环境，提升管

理员工作效率。
4.	 在小程序设置页面，支持查看小程序访问模式、调整画布尺寸，提升开发人员使用体验。
5.	 在小程序属性面板中，支持变量及系统自定义参数辅助快捷输入，提升开发人员使用体验。
6.	 在小程序组件面板中，支持搜索组件，方便开发人员查找组件。
7.	 布局组件	>	列表，可实现自定义并查看该列表中的所有列表项，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小程序应用。
8.	 模块组件	>	表格，可实现展示和操作数据列表，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小程序应用。
9.	 模块组件	>	分页，可实现多个页面分页跳转，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小程序应用。
10.	 展示组件	>	IFrame，可实现引入外部网页页面，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小程序应用。
11.	 输入组件	>	密码输入框，可实现输入密码，方便开发人员开发出形象直观地小程序应用。

【控制台】

1.	 上线全新的	组织架构及权限系统	功能，代替原来的用户管理、角色管理与资源组管理的功能，方便管理员更好地管理企
业组织架构。

2.	 公司架构管理支持多级部署，方便管理员更好地维护企业上级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
3.	 支持	多重身份验证	配置，保证系统安全性。
4.	 支持创建并管理各类	数据连接器，建立与各类外部数据之间的连接，便于后续在小程序中进行各类数据操作。

改进与增强

【小程序】

1.	 优化小程序编辑页面样式，支持左侧导航和组件图标化，提升开发者使用体验。
2.	 优化组件属性样式，支持组件层级导航，提升开发者使用体验。
3.	 优化大纲页面，支持快速添加展示数据源和代码，提升开发者使用体验。
4.	 优化设置页面的小程序图标样式，提升开发者使用体验。
5.	 小程序改名为云码（ViCode）

【控制台】

1.	 优化登录注册页面，以适配手机，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2021.02.27	发版说明
2021.02.27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编辑器	|	1.1.2102.8	|	|机器人	|1.1.2102.8|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编辑器】

1.	 支持从选定组件开始调试流程，方便实施人员快速排查定位异常问题，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2.	 支持快速搜索当前流程文件中的变量并定位，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3.	 支持在开始主页中导出项目和删除项目，以便更好地管理与分享项目。

最新发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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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库】

1.	 系统	>	文件	>	压缩文件/文件夹、解压缩文件，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2.	 代码工具	>	PowerShell	>	执行	PowerShell	代码，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3.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替换，提升实施人员开发效率。

【机器人】

1.	 支持在	流程执行页面	打开日志文件，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改进与增强

【编辑器】

1.	 优化版本控制中的版本比对功能的呈现样式为可折叠的树形结构，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2.	 优化	F4	快捷键录制技术后台切换逻辑，可以更智能地自动判断并选择最合适的录制技术，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组件库】

1.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筛选，允许筛选条件中的值为变量类型，扩展了筛选功能的适用范围。
2.	 代码工具	>	HTTP	请求，在原有	C#代码模式基础之上，新增支持纯文本输入模式。

2021.02.23	发版说明

2021.02.23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控制台|3.0.37424|	|	小程序	|	1.1.1133	|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控制台】

新上线	Console	管理后台，用于对控制台租户、账户等进行管理，提升	RPA	系统管理员的日常管理工作的效率。主要包括：

1.	 新增通过后台查看并管理租户信息。
2.	 新增通过后台删除租户。
3.	 新增通过后台创建企业版租户及管理员账号。
4.	 新增通过后台对控制台用户邮箱后缀进行管理。

【小程序】

1.	 新增输入（9	个）、展示（2	个）、布局（1	个）系列组件，开发人员可以更灵活地对小程序页面界面元素进行排版。
2.	 新增组件的通用配置、通用样式、事件与行为，开发人员可以更有效地对组件属性及行为进行配置。
3.	 新增	变量管理	功能，使得每个小程序独享一套全局变量，开发人员可以集中管理应用的变量，避免混淆。
4.	 支持在小程序开发页面，复制小程序功能，开发人员可以快速克隆并创建新的小程序。
5.	 支持在我的小程序页面，复制小程序	URL	功能，方便用户分享“我的小程序”。
6.	 在小程序编辑界面中，支持复制已创建的页面和组件等，开发人员可以快速克隆并创建新的页面或组件。
7.	 在小程序编辑界面中，支持拖拽改变组件的层级，使组件置于不同的视图下，开发人员可以快速调整组件位置查看显示

效果。

改进与增强

【小程序】

最新发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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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化小程序编辑界面、错误页面样式，提升用户体验。

2021.01.31	发版说明

2021.01.31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编辑器	|	1.1.2101.8	|	|	机器人	|1.1.2101.8|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编辑器】

1.	 企业版支持	Citrix，使您在	Citrix	Desktop	或	Citrix	App	上得到和原生自动化方式一样的体验，而无需使用图像识别等自
动化技术。

2.	 新增	选择器管理器	，用于管理带有“控件元素”或“选择器”属性的组件中的指定元素。
3.	 新增	清理屏幕截图，支持清理项目中未使用到的屏幕截图，减少因截图过多而占用相当大的存储空间。
4.	 支持	搜索	当前流程文件中的组件，以快速定位到该组件。
5.	 新增	快速访问页，可快速打开流程文件、快速进行录制和调试、快速打开实用链接。
6.	 新增项目刷新操作，支持刷新当前项目下文件的状态。

【组件库】

1.	 软件自动化	>	浏览器	>	关闭浏览器，支持关闭所有类型的已打开的浏览器。
2.	 代码工具	>	类型转换	>	文本转数值，实现将文本转换为数值。
3.	 代码工具	>	文本	：分割文本、追加文本。
4.	 系统	>	多项选择框：实现以弹框的形式，选择一个或多个选项。
5.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取消单元格合并：实现对指定单元格区域已合并的单元格进行拆分。
6.	 代码工具	>	字典：初始化字典、添加键值对、获取键值对数量、是否包含键/值、移除键值对、清空字典。
7.	 控制台：上传文件、删除文件/文件夹。

【机器人】

1.	 新增	IBM	DB2	扩展	来进行	IBM	DB2	数据库的自动化。
2.	 企业版支持配置	是否接收控制台调度，使得机器人未执行控制台调度命令时，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该机器人。

改进与增强

【编辑器】

1.	 优化	UIA3	录制技术，提升稳定性。
2.	 优化属性面板界面样式，更改背景色，提升视觉效果。
3.	 优化项目面板、组件面板样式，更换图标、间距，提升视觉效果。
4.	 优化软件许可协议界面的勾选区域，点击勾选框旁边的文字也可勾选中，提升用户体验。

【组件库】

1.	 界面自动化	>	发送快捷键，新增发送前行为属性，支持点击和设置焦点两种行为。
2.	 控制台	>	文档理解，支持识别图片类型文件。
3.	 流程控制	>	重试，将条件属性归类至可选项类别中。
4.	 系统：优化	确认框、输入框，支持可以手动复制“描述”信息。
5.	 代码工具	>	C#	>	执行	C#代码，支持输出出错的具体代码位置（行号）及错误信息。
6.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排序，支持选择排序方式。
7.	 数据库	>	连接数据库：优化连接	DB2	数据库界面提示信息。

最新发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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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1.	 优化	正在执行	界面，将标题改为“执行日志”并增加“再次执行”按钮。
2.	 优化执行流程时桌面右下角机器人图标，使得机器人图标闪动效果更明显。
3.	 优化定时任务，在定时任务开始前	30	秒弹窗提示，避免影响用户手头工作。

2021.01.21	发版说明

2021.01.21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控制台	|	3.0.35232	|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控制台】

1.	 支持用户删除调度队列。
2.	 用户注销后，token	自动过期且不支持访问	API，提升系统安全性。

改进与增强

【控制台】

1.	 优化控制台核心性能问题。
2.	 优化仪表盘时间筛选问及保留精确位数问题。
3.	 优化日志详情页面中日志序号及任务列表中序号匹配问题。
4.	 优化部分页面在	360、IE	浏览器中的兼容问题。
5.	 修复新建对话框会记住上一次新建内容的问题，提升用户体验。
6.	 修复系统切换后弹窗异常打开问题。
7.	 修复资源组管理添加用户角色时，搜索角色无效的问题。
8.	 修复机器人下载文件时的权限问题。
9.	 修复资源组删除异常的问题。
10.	 修复机器人在多网关实例的环境下无法正常连接的问题。

2021.01.07	发版说明

2021.01.07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控制台	|	3.0.34008	|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控制台】

1.	 控制台首页中新增手机自动化（IOS	和	Android）安装包。
2.	 机器人管理页面中新增托管状态，未托管的机器人将不受控制台任务调度。
3.	 控制台前端新增超时自动退出系统机制，提升系统安全性。
4.	 在调度队列详情中增加任务列表，便于快速管理队列任务。

改进与增强

【控制台】

最新发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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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控制台整体界面样式进行升级，提升用户体验及视觉效果，主要包括：

切换选项卡样式优化
弹窗优化
二级详情页左侧列表优化
二级详情页整体布局及样式优化
部分列表选中状态样式完善

2.	 优化英文环境下系统的界面样式。

3.	 优化仪表盘数据保留方式。
4.	 优化网关调用逻辑，提高并发性能。
5.	 优化系统告警提示语。
6.	 优化系统邮件发送模板。

最新发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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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发版说明
本章节主要存放历年的发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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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扩	RPA	产品发版说明
提示：

关于社区版与企业版的差异说明及离线文档下载	，请参见	常见问题。

2020.12.28	发版说明

2020.12.28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小程序	|	1.1.1125	|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小程序】

1.	 新增全新的	数据表管理	功能：
支持用户通过导入或新建的方式在小程序里创建数据表。
丝滑易用的数据处理：支持即时修改响应，区域复制粘贴，拖拽覆盖等方法帮助用户快速修改数据。
强大的公式系统：支持单元格公式计算及数据引用，构造表数据的多样性。
构建数据可视化操作：支持多种列格式，定义适合用户的编辑形式。
快捷查找：提供多样筛选排序功能，快速分析整理数据。
强大的协作功能：支持多用户共同对表的修改，保证数据正确响应与加载。

2.	 构建更强大的交互页面
新增模块组件：表格、表单、描述列表、OCR	结果对比。
通过组件自定义页面与数据表交互，让终端用户可以轻松地通过界面操作数据表。

3.	 支持在	关于我们	页面查看小程序系统的版本号，便于系统版本管理。
4.	 新增进入云扩论坛、云扩学院的快捷入口。

改进与增强

【小程序】

1.	 全面优化小程序编辑器交互样式，使界面更清爽、交互更简洁。
2.	 优化小程序界面的错误提示内容，使用户更明确。

2020.12.24	发版说明

2020.12.24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控制台	|	3.0.33343	|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控制台】

1.	 新增	队列监控	功能，多维度对队列中机器人、流程任务运行调度情况进行统计监测：
统计队列数量、队列任务时长、流程部署数量、机器人数量、机器人忙碌比；
统计分析队列成功占比	TOP	10、队列故障占比	TOP	10；
统计调度队列任务状态分布情况；
展示调度队列忙碌情况及执行流程情况；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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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调度队列任务平均等待时长	TOP	10。
2.	 支持用户在触发流程任务时对指定机器人进行修改，便于用户实时修改执行目标。
3.	 控制台所有模块中新增顶部区域及功能提示，辅助用户了解功能，同时美化系统样式。
4.	 流程部署、调度队列及任务记录中支持对任务优先级进行调整，便于调整任务执行顺序。
5.	 流程部署时支持使用资产管理定义的账户密码凭证及参数进行赋值以执行流程。
6.	 新增获取加密资产	API	开放给组件端进行调用。

改进与增强

【控制台】

1.	 统一系统内用户姓名、个人姓名，优化部分姓名数据同步机制。
2.	 优化控制台菜单栏整体交互、样式、图标，提升视觉效果。
3.	 优化控制台全局列表样式、抽屉浮窗样式，提升用户体验。
4.	 优化仪表盘数据统计方式，提升系统性能。
5.	 统一英文环境下界面的样式。
6.	 改进前端界面对	IE	11	的支持及适配效果，提升用户体验。
7.	 优化审计日志、仪表盘中时间查询问题。

2020.12.21	发版说明
2020.12.21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编辑器	|	1.1.2012.10	|	|机器人	|1.1.2012.10|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编辑器】

1.	 企业版支持	手机自动化	操作，实现在	PC	端可以操作手机上的各元素。
2.	 支持	引用外部项目	作为依赖项，供当前流程使用。
3.	 支持启用	版本控制（预览）	功能：用于记录本地项目中文件内容的变化，以便将来查看指定版本的修订情况。
4.	 支持导入文件：将其他文件导入到当前所选文件夹下。
5.	 支持单个组件包括在错误捕获中：将选择的单个组件用错误捕获组件包括在	Try	模块中，方便调试。
6.	 支持切换	激活	方式：在关于页面实现社区版/企业版编辑器激活方式的切换以便重新激活。

【组件库】

1.	 代码工具	>	类型转换：文本转日期和时间、数组转集合、集合转数组。
2.	 系统	>	屏幕：锁屏/解锁，实现电脑锁屏时，支持在	web	自动化操作及自动解锁屏幕。
3.	 控制台	>	下载文件：下载云扩	RPA	控制台“数据中心	>	文件服务”中已上传的文件。
4.	 界面自动化	>	鼠标拖动：实现模拟鼠标按下拖动的操作，如，按下鼠标左键将文件拖动至另一文件夹内。
5.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分列、复制粘贴区域。
6.	 流程控制	>	调用流程（引用项目）：实现调用已引用的项目的流程文件，供当前项目流程使用。
7.	 代码工具	>	Python：安装	Python、Python	环境、执行	Python	代码。

【机器人】

1.	 支持流程	执行过程截图，方便运维人员排查及追踪异常。
2.	 支持防止流程执行	超时：若运行时间超过设定的时间时则终止流程。如，勾选“超时时间	1	小时”，表示超过	1	小时未执

行完流程，则终止流程。

改进与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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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

1.	 新增	打开文件、打开目录、日期	等参数类型，执行流程时，采用手动选择的方式代替手动输入，提升用户体验。
2.	 优化	导出项目	功能，当导出组件项目时，导出文件的扩展名为	egs，以区别于流程项目的	dgs	文件。
3.	 优化	管理市场、代码市场、组件市场	界面样式：由原来的弹框形式优化为标签页形式。
4.	 优化导出项目和	发布项目：支持将依赖项导出到流程包中。
5.	 优化组件批注：支持组件批注快捷键	Shift+F2。
6.	 支持显示所有文件、包括在项目中/从项目中排除，方便发布项目时从项目中排除某些文件。

【组件库】

1.	 优化重试组件：支持该组件	重试间隔	属性的默认值为时间格式（00:	00:	00），避免用户输入错误，提升用户输入体验。
2.	 针对	获取元素属性值、等待元素属性值、属性校验	这些组件，支持获取自定义属性。
3.	 选择器编辑器	支持验证属性值为变量（变量需有默认值）的情况、支持验证多个相同元素，提升用户体验。
4.	 选择器编辑器/元素探测器	的属性值支持常量变量混合输入、支持识别用户界面元素所需的所有元素并按已应用和未应用

状态进行分类展示，提升用户体验。
5.	 代码工具	>	C#	>	执行	C#代码：支持类、函数的编写，增强组件功能。
6.	 数据库系列组件（执行语句、查询）：支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超时，以适用不同的应用场景。
7.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查找：支持模糊查找和精确查找，给用户带来更灵活、更方便的操作体验。

【机器人】

1.	 优化执行流程时	参数的设置方式：新增	打开文件、打开目录、日期	等参数类型，执行流程时，采用手动选择的方式代
替手动输入，提升用户体验。

2.	 优化	流程市场界面，鼠标悬浮于任意流程时，即可显示“运行”按钮，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3.	 优化	概览界面：对于无定时任务和无最近执行流程时，支持关联对应的页面，引导用户使用，提升操作体验。

2020.12.10	发版说明

2020.12.10	发布了云扩	RPA	,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控制台（企业版）	|	3.0.31848	|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控制台】

1.	 新增	机器人监控仪表盘：支持自定义时间段查询机器人运行状况，如，可用机器人执行任务总数/忙碌总时长/平均忙碌
比/故障占比	TOP/状态分布/忙碌	TOP	等等。

2.	 新增	机器人运行统计表，支持自定义时间段查询机器人执行任务数、执行成功数、存在总时长、忙碌总时长、平均忙碌
比、平均成功率等明细情况及变化走势。

3.	 新增	用户流程统计表，支持自定义时间段查询用户创建流程部署数、创建任务计划数、相应任务运行状态等明细情况及
走势。

4.	 新增共享机器人，支持各资源组调度队列及流程部署使用共享机器人执行任务，增加机器人利用率。
5.	 流程部署支持下发命令控制机器人录制视频，日志详情页面支持查看视频录制及回放。
6.	 新增控制台埋点开关，便于用户自由选择是否监测系统行为。
7.	 上线新的手机验证	API	、用户列表	API	，便于打通云扩系统间数据。

改进与增强

【控制台】

1.	 升级登录注册页面样式及交互，提升登录注册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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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系统服务端错误处理及前端用户提示进行优化。
3.	 对系统部分页面空数据或无访问权限显示方式进行优化。
4.	 修复安全问题，提升系统安全性，例如，账户密码校验规则限制、失败锁定等。
5.	 优化英文版下的系统部分样式及文言。

2020.11.26	发版说明

2020.11.26	发布了云扩	RPA	，本次发布的产品及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编辑器	|	1.1.2011.12	|	|	机器人	|
1.1.2011.12	|	|	控制台	|	3.0.30440	|	|	小程序	|	V1.0.1|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编辑器】

1.	 支持流程	导出到	EXCEL	功能：鼠标右击在流程编辑区域中容器内组件（流程图/序列/状态机）的空白处，在弹出的上下
文菜单中，选择“导出到	EXCEL”，实现将	XAML	文件内容导出到	Excel	中，方便业务人员查看流程结构。

2.	 在“开始	>	打开	>	本地项目”列表上方，新增“刷新”按钮，可手动刷新本地项目列表，实现重新加载当前路径下的项目文
件夹。

3.	 在“开始	>	帮助”页面，新增	AI	HUB	实用链接，方便用户更好地了解	AI	HUB	产品。
4.	 在“新建	>	从模板新建”列表中，新增模块化的“企业流程模板”，同时支持查看更多模板。
5.	 界面自动化架构调整，增强稳定性。

【组件库】

1.	 系统	>	日期和时间选择框	组件：实现流程运行时弹窗让用户选择日期和时间并输出。
2.	 AI	Hub	系列组件：证照识别、票据识别、通用文字识别。
3.	 代码工具	>	文本处理	>	生成	GUID	组件，实现生成一个新的	GUID。
4.	 流程控制	>	终止流程	组件，实现当执行到此组件时立即结束当前流程，不再执行后续流程。
5.	 界面自动化	>	坐标点击	组件：根据绝对坐标点击指定的用户界面元素。
6.	 界面自动化	>	移动鼠标	组件：移动鼠标光标位置。
7.	 界面自动化	>	获取鼠标位置	组件：获取鼠标最终光标位置。
8.	 界面自动化	>	屏幕文本化系列组件（企业版）：获取屏幕文本、获取屏幕含某文本的元素、判断屏幕文本是否存在、点

击屏幕文本。

【机器人】

1.	 在新建定时任务时支持	按	Cron	表达式	配置定时任务，以满足用户自定义定时任务场景。

【控制台】

1.	 在数据中心新增	文件服务	功能，支持文件夹的增删改以及文件上传、下载等操作，同时向	RPA	流程提供各类文件服
务。

2.	 在	文档理解	服务中，新增	OCR	抽取模型，通过组件调用当前模板服务，从而实现	RPA	流程大量抽取非结构化文本信
息。

3.	 许可证	页面增加文档理解次数控制，用于对文档理解的模板调用次数进行控制。

【小程序】

1.	 任务记录	模块组件，可以通过任务记录列表查看任务信息、当前状态及日志等信息。

改进与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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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

1.	 优化了搜索组件功能：在组件面板中，支持按组件名称拼音的首字母模糊搜索组件名，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2.	 优化了发布窗口：在发布窗口中新增项目属性信息，如，项目名称、最新版本号等，方便用户发布流程时更清晰的查看

该项目的基本信息。
3.	 优化了表达式编辑器输入体验：在组件属性框中写代码时，自动补全后面的括号，如，xx.ToString—>	xx.ToString()。
4.	 优化了选择器编辑器：在选择器编辑器节点属性列表中新增了	URL	属性，实现如果页面	Title	未设定时，则使用	URL	来

定位页面。
5.	 优化了选择器编辑器：在选择器编辑器节点属性列表中，AutomationId/ClassName/Name	这些属性的值支持输入通配符。

【组件库】

1.	 优化了校验	>	值校验	组件：增加“开始于/结束于”校验条件，实现某字符串是否以指定字符串的字符开头和结束校验功
能。

2.	 优化了系统	>	文件	>	新建文件/文件夹	组件，增加“同名替换”可选项属性，实现新建文件/文件夹时，如果存在同名情
况，则覆盖替换。

3.	 优化了校验	>	属性校验	组件：在属性校验组件的属性名下拉框中仅显示当前元素支持的属性。
4.	 化化了软件自动化	>	浏览器系列组件：在	打开浏览器、当前页跳转、刷新浏览器	中增加了“等待加载完成”这个可选项属

性，实现当页面全部加载完成后组件才算执行成功。
5.	 优化了界面自动化	>	选择项目	组件：项目文本输入框优化为下拉框，与其它同系列组件保持一致。
6.	 优化了获取元素属性值、等待元素属性值、属性校验组件，使其识别能力增强。

【机器人】

1.	 优化了停止正在运行流程的操作：支持按热键	Shift+F5	终止当前正在运行的流程，方便快捷。
2.	 优化了安装后体验：不用激活就可使用流程市场等功能。
3.	 优化了机器人的关于页面，当企业版用户使用本地激活方式激活后，在该页可查看许可证有效期。

【小程序】

1.	 优化了	logo	及产品更名：原工作台/应用，更名为小程序	。

问题修复

【组件库】

1.	 修复了点击组件：在指定元素时，按下	F2	延迟操作时，不支持再次点击指定元素，防止出现异常。

2020.10.19	发版说明

2020.10.19	发布了云扩	RPA	编辑器，本次发布的产品版本号为：	|	|	版本号	|	|	-----:	|	-----:	|	|	编辑器	|	1.1.2010.17	|	|	机器人	|
1.1.2010.17	|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编辑器】

1.	 新增	新建组件项目，将多个可重复使用的流程封装为组件包，可发布到组件市场供其它项目使用。
2.	 新增	从模板新建自动化项目，支持	RPA	实施人员规范	RPA	流程开发方式，提升企业级的	RPA	流程实施质量。
3.	 支持查看和编辑当前登录用户在控制台所属资源组下的流程。
4.	 新增项目右击操作（打开文件夹/项目设置/添加状态机文件）。
5.	 调试状态下，当发生错误时，支持忽略、重试、重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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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光标置于任意输入框时，支持快捷键	Ctrl+E	快速打开表达式编辑器。
7.	 新增	开始菜单页	Homepage	视图，拆分项目编辑和非编辑操作页面，降低项目编辑过程中的干扰率，提升流程编辑效

率。

【组件】

1.	 软件自动化	>	PDF：合并文件、提取为新文档、获取页数、读取图片、读取文本
2.	 系统	>	文件	>	重命名文件或文件夹
3.	 系统	>	输入密码
4.	 控制台	>	文档理解：内置文档理解组件，只要控制台部署了文档理解服务，就可以使用文档理解的功能。
5.	 控制台	>	获取资产：可以直接在流程中，使用	获取资产组件，获取在控制台保存的数据资产。
6.	 代码工具	>	数组处理：初始化数组、元素是否存在、获取数组长度
7.	 代码工具	>	HTTP	>	下载文件

【机器人】

1.	 新增	定时任务	功能，使得原本需要采购控制台完成的功能，在机器人中便可完成。
2.	 支持获取并运行	云扩流程市场	中的流程。

改进与增强

【编辑器】

1.	 在	开始菜单页	中优化调整	流程市场、组件市场	等应用的入口位置。

【组件】

1.	 触发器	>	文件触发器：	增加输出监听的文件路径。
2.	 触发器	>	邮件触发器：邮件触发器(IMAP)、邮件触发器(Outlook)	和	邮件触发器(Exchange)	增加输出监听到的新邮件。
3.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获取末列号：增加输出字母和数字列号。

2020.09.27	发版说明
2020.09.27	发布了云扩	RPA	编辑器、机器人和工作台，本次发布的产品版本号分别是：

版本号

编辑器 1.1.2009.11

机器人 1.1.2009.11

小程序 V1.0.0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编辑器和机器人，或者申请体验工作台产品。

新增功能

【编辑器】

1.	 新增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扩展插件，在进行自动化	Edge	操作之前，请先安装	Microsoft	Edge	扩展。
2.	 选择器编辑器	新增获取	XPath	功能，可以使用	XPath	的形式对元素进行展现，参见	选择器。
3.	 新增	IE	前端日志收集器	应用程序，使用该应用程序调试用	IE	完成的	RPA	流程并获取调试日志，参见	收集	IE	前端日志

工具。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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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触发器	>	文件触发器：用于监听指定文件夹下文件变化，设置特定触发条件并自动执行流程。
2.	 触发器	>	邮件触发器(Outlook)：用于监听	Outlook	邮箱接收新邮件事件，设置特定触发条件，满足条件时自动执行流

程。
3.	 触发器	>	邮件触发器(Exchange)：用于监听	Exchange	服务器接收新邮件事件，设置特定触发条件，满足条件时自动执行

流程。
4.	 触发器	>	邮件触发器(IMAP)：用于监听支持	IMAP	协议的邮箱接收新邮件事件，设置特定触发条件，满足条件时自动执

行流程。
5.	 代码工具	>	JSON	>	序列化：可将	.NET	对象序列化为	JSON	字符串。
6.	 代码工具	>	JSON	>	反序列化：可将	JSON	字符串反序列化为	.NET	对象。
7.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刷新透视表：实现刷新指定透视表的数据。
8.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创建透视表：实现在	Excel	中创建透视表。
9.	 代码工具	>	HTTP	>	HTTP	请求：实现发送	HTTP	请求并返回响应的数据，并支持测试配置的	HTTP	请求是否可用。

【小程序】

关于小程序的详情，请参见	关于云扩工作台。

1.	 新增顶部导航、左侧导航组件，支持应用内多页面跳转。
2.	 新增流程组件，支持一键启动控制台流程。
3.	 支持应用版本管理，控制台统一对应用进行上下架及版本管理。
4.	 支持	我的应用	查找并运行。

【控制台】

1.	 对控制台整体架构进行升级，同时丰富	RPA	调度功能，上线云端版和私有化版，支持功能包括	调度队列、任务记录、
文档理解、资产管理。

改进与增强

【编辑器】

1.	 更换安装框架，优化安装/升级体验，解决了由杀毒软件导致的安装失败问题。
2.	 非管理员权限运行编辑器时，元素识别时高亮外层窗体，并在点击时提示。
3.	 选择器编辑器中	Java	应用的	Name	属性全部层级支持通配符。
4.	 选择器编辑器界面优化，使得用户操作体验更友好。
5.	 界面自动化组件支持即刻优雅终止流程。

【组件】

1.	 界面自动化下的组件全部新增超时属性。
2.	 获取含	OCR	文本的元素、判断	OCR	文本是否存在	组件的文本属性支持正则表达式。
3.	 优化钉钉程序内元素识别，使得录制技术	UIA	可识别大部分元素。

【机器人】

1.	 优化安装/升级体验。

2020.08.31	发版说明

2020.08.31	发布了云扩	RPA	编辑器和机器人，本次发布的编辑器和机器人的版本号分别是：

版本号

编辑器 1.1.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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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1.1.2008.12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编辑器】

1.	 支持	大纲	层级显示，用于显示当前流程的结构，可快速定位对应组件。
2.	 当光标置于属性输入框内时，鼠标右键可快速打开	表达式编辑器	菜单，对变量、参数或表达式进行操作。
3.	 新增全局快捷键	Ctrl+Alt+F5，使编辑器最小化后在后台运行时，也能够停止执行流程。
4.	 暂停调试支持在任意时刻快速暂停调试过程。暂停时，正在调试的组件将高亮显示。

【组件】

1.	 系统	>	提示框：用于在	Windows	桌面右下角展示在流程中必要的提示信息。
2.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重置密码：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对	Excel	文件进行增加、更新或清除密码。

【机器人】

1.	 在	设置	页面中新增	关于页，可查看软件版本、许可证有效期及更改激活方式。
2.	 新增	正在执行	页面，可以查看正在执行的流程相关信息。
3.	 在执行流程时，支持权限配置。具体功能请参见	流程库。

改进与增强

【编辑器】

1.	 优化项目打开速度，较之前更快，提升用户体验。
2.	 优化复制粘贴组件速度，较之前更快，提升用户体验。
3.	 项目运行或调试过程中，输出面板对当前过程进行提示，使用户更加明确当前执行过程。

2020.08.13	发版说明

2020.08.13	发布了云扩	RPA	编辑器和机器人，本次发布的编辑器和机器人的版本号分别是：

版本号

编辑器 1.1.2008.5

机器人 1.1.2008.5

你可以通过	云扩控制台	下载并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编辑器】

1.	 流程编辑过程中，通过右键组件可选择禁用或启用组件。运行或调试时，禁用的组件将会被忽略执行。
2.	 在主界面菜单栏中新增	意见反馈	按钮，可快速寻求帮助。
3.	 输出面板支持分类筛选输出信息，包括	错误、信息、调试	这三类，用于分类查看日志信息。

【组件】

1.	 界面自动化	>	匹配图片：实现在指定范围内寻找指定图片，返回符合的结果集。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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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界面自动化	>	设置焦点：实现为指定元素设置焦点，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端。
3.	 界面自动化	>	选择多个项目：实现多个项目的同时选择，此组件仅当原页面支持多选时生效。
4.	 界面自动化	>	高亮：实现指定元素高亮，可选择颜色和时间。
5.	 界面自动化	>	等待元素属性值：实现等待指定元素的属性值为指定值时，才执行下一个组件，否则会在超时时间范围内

一直等待。
6.	 界面自动化	>	获取元素属性值：实现获取指定元素的属性值，并将其存储在输出变量属性值中。
7.	 界面自动化	>	OCR	>	获取	OCR	文本（企业版）：实现对指定元素或图片进行	OCR	并返回结果。
8.	 界面自动化	>	OCR	>	获取含	OCR	文本的元素（企业版）:	实现对指定元素或图片进行	OCR	，并查找包含指定文本的元

素，将其存储在输出属性	OCR	元素内。
9.	 界面自动化	>	OCR	>	判断	OCR	文本是否存在（企业版）：实现对指定元素或图片进行	OCR	，并判断指定文本是否存

在，将其结果存储在输出属性	OCR	元素内。
10.	 软件自动化	>	邮件：获取邮件(Exchange)	、	发送邮件(Exchange)
11.	 代码工具	>	文本处理:	验证文本有效性、提取文本、	替换文本、截取文本、获取文本长度、获取文本索引
12.	 流程控制	>	赋值（多个）
13.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插入图片：实现指定单元格插入图片。
14.	 流程控制	>	判断	>	条件(	Switch	)：实现指定	C#	表达式，并根据每个	Case	判断执行符合条件的流程。
15.	 系统	>	文件	>	遍历文件夹
16.	 代码工具	>	集合处理	：对象是否存在、添加对象、清空对象、移除对象、获取集合长度、初始化集合

【机器人】

1.	 新增机器人	概览页，可展示当前机器人全局数据。
2.	 新增	流程执行历史页，可展示流程执行的历史记录。
3.	 新增	设置	>	基本	页面，可	配置日志与视频文件保留时间。

改进与增强

【编辑器】

1.	 发布项目前，对项目的正确性进行校验。
2.	 将部分弹窗更改为浮窗，提升用户体验。

【组件】

1.	 提升	调用流程	组件体验，点击	导入参数	可直接将子流程参数导入。

【自动化驱动】

1.	 加强对用友	NC	系列软件的支持。
2.	 支持在金蝶	EAS	系列软件中，对报表类型界面通过	获取结构化数据	获取报表数据。
3.	 在图像识别模式下，等待元素出现	组件返回的控件元素为图象，而非锚点。
4.	 支持内嵌	IE	浏览器中元素的识别。
5.	 支持	360	安全浏览器兼容模式下元素的识别。
6.	 浏览器端支持	图像识别	功能。
7.	 对于桌面应用，输入文本	组件支持	清空文本	操作。
8.	 获取区域文本	组件更名为	获取区域结构（企业版）。
9.	 悬停	组件支持图像识别。

2020.07.17	发版说明
2020.07.17	发布了云扩	RPA	编辑器和机器人社区版，本次发布的编辑器和机器人的版本号分别是：

版本号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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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 1.1.2007.29

机器人 1.1.2007.29

你可以通过云扩	RPA	控制台	->	安装包下载	页面体验相关产品。

新增功能

【编辑器】

1.	 支持在表达式编辑器中，选中变量名，使用	Ctrl+B	快捷键快速创建变量。
2.	 针对含有多个	xaml	文件的复杂流程，支持通过	调试/运行文件	来进行分布调试。
3.	 支持使用编辑器直接发布自动化项目到本地机器人，实现无缝对接。
4.	 在编辑器右下角支持浮窗通知，针对编辑器更新、部分项目操作反馈进行提醒，降低了弹窗通知带来的干扰率，提升用

户体验。
5.	 集成	NuGet	开源项目，可以方便的引用	NuGet	应用。
6.	 支持使用元素探测器选择元素，功能较此前的选择器编辑器更强，此功能仅在企业版中支持，可参见	元素探测器。
7.	 在项目设置中，支持设置组件的延迟和超时属性，支持配置默认浏览器属性，可参见	项目设置。

【组件】

1.	 流程控制	>	状态机：实现基于状态机范例的工作流程。
2.	 代码工具	>	数据处理	>	数据格式化：可实现对输入数据按照数值、日期和时间、货币和百分比进行格式化。
3.	 流程控制：重试、抛出异常、重新抛出异常。
4.	 系统	>	下拉选择框：方便在流程中弹出下拉选择框形态的用户交互界面。
5.	 数据表	>	追加到	CSV	文件：实现将数据表追加到已有	CSV	文件。
6.	 软件自动化	>	邮件：获取邮件(Outlook)、发送邮件(Outlook)。
7.	 界面自动化	>	桌面控件专有：获取焦点控件、切换控件，这两个控件仅在企业版中支持。

改进与增强

【编辑器】

1.	 支持新增序列或流程图作为子流程。
2.	 导出项目时，支持导出后选择是否打开所在文件夹。
3.	 导入项目时，支持导入后选择是否立即打开该项目。
4.	 统一项目名称及流程包名称的命名规则，避免发布流程时名称校验不通过。
5.	 支持	Java	扩展。你可以使用	Java	扩展识别一些原本无法识别的桌面	Java	应用中的元素。

【组件】

1.	 发送邮件(SMTP)、获取邮件(IMAP)、获取邮件(POP3)	组件支持手动选择安全方式。
2.	 获取邮件(IMAP)	组件支持仅获取未读邮件。

2020.06.16	发版说明
2020.06.16	发布了云扩	RPA	编辑器和机器人社区版，本次发布的编辑器和机器人的版本号分别是：

版本号

编辑器 1.1.2006.16

机器人 1.1.2006.16

你可以通过云扩	RPA	控制台	->	安装包下载	页面体验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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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

【编辑器】

1.	 调试过程中，支持在	变量面板	查看每一个变量在当前组件的类型和值，以此我们可以来判断流程是否正确执行，且可帮
助定位流程错误位置。

2.	 新建项目时，支持根据当前录制的桌面应用选择对应录制技术：UIA3	或	UIA	。
3.	 在导入列表处，支持删除未使用或报错的	命名空间。
4.	 项目运行时，支持最小化编辑器主界面，降低对界面自动化项目运行的干扰率。
5.	 支持更多的快捷键，参见	键盘快捷键，使用户使用更便捷。
6.	 界面自动化	>	支持	360	安全浏览器。新增浏览器的支持类型，使您可以操作	360	安全浏览器。

【组件】

1.	 界面自动化	>	SAP	：登录应用、获取状态栏信息、选择日期、选择	SAP	项、执行事务，仅在企业版中支持这些组件。
2.	 界面自动化	>	截屏。
3.	 系统	>	设置日期和时间：实现指定日期和时间并输出	DateTime	类型结果。
4.	 系统：选择文件、选择文件夹。
5.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设置文字颜色	：使用拾色器提升颜色设置体验。

【机器人】

执行本地流程时支持填写流程参数，详见	执行本地流程。

改进与增强

【编辑器】

1.	 日志输出界面优化，由左侧显示更改为编辑器底部显示，使之更全局化，提升用户体验。
2.	 支持更详细的项目打开及编译错误描述，更易定位错误位置。

【组件】

1.	 优化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排序	组件，支持指定开始行号。
2.	 优化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设置单元格背景色	组件，使用拾色器提升颜色设置体验。

【自动化场景】

1.	 增强对用友	NC	系列软件和金蝶	EAS	系列软件的支持。
2.	 增强桌面录制技术	UIA3	识别微信，实现获取文本、选择项目时可以自动滚动联系人列表操作。
3.	 增强	JAVA	应用在不同分辨率	DPI	下的识别回放。
4.	 点击	组件新增辅助键属性。如，你可以在点击的同时按下	Ctrl	键。

2020.05.21	发版说明
2020.05.21	发布了云扩	RPA	编辑器和机器人社区版，本次发布的编辑器和机器人的版本号分别是：

版本号

编辑器 1.1.2005.3

机器人 1.1.2005.3

你可以通过云扩	RPA	控制台	->	安装包下载	页面体验相关产品。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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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

【组件】

1.	 软件自动化	>	邮件	>	获取邮件(IMAP)。
2.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	自动填充。
3.	 系统	>	设置剪贴板文本：实现设置文本内容到剪贴板。

【组件市场】

1.	 在	组件市场	中新增	Office	PowerPoint	组件包，实现对	PPT	常用功能的支持。
2.	 在	组件市场	中新增	竹间智能语音识别，实现语音转文字功能	。

【编辑器】

支持将流程中的组件保存为子流程文件，你可以使用本功能将复杂流程拆解为多个简单的流程。

改进与增强

【组件】

提升	软件自动化	>	Office	Excel	系列组件执行性能。

【编辑器】

1.	 增强	表达式编辑器	的	智能感知	功能，支持变量/参数/方法名称联想。
2.	 针对社区版许可证超出配额的情况，增加解决方法的提示。
3.	 在创建变量/参数时，支持快速创建	DataTable	/	IUiObject	类型的变量/参数。
4.	 支持通过组件的右键菜单来访问组件的帮助文档。

问题修复

【编辑器】

1.	 修复了表达式编辑时，自动补入变量名不齐全的问题。
2.	 修复了调试时不能查看容器类组件中最后一个组件的属性的问题。
3.	 修复了搜索组件时，搜索结果展示不全的问题。
4.	 修复了修改变量值后，调试项目时，修改不生效的问题。
5.	 修复了编辑器界面偶尔无法点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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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扩	RPA	编辑器

产品概述

云扩	RPA	编辑器（Encoo	Studio）	是人人可用的自动化开发平台。使用	Studio，用户能够通过拖拉拽组件的方式，快速创建
出简单易用、功能强大的业务自动化流程。这些流程可以发布至控制台、机器人中进行管理与执行。

产品优势

可视化编辑器，学习成本低

图形化设计界面，编辑体验流畅直观
简单拖拽连线，即可搭建复杂流程

组件库丰富，编辑效率高

提供海量组件，对接各类系统
兼容自研组件，满足定制需求

开发者友好，调试工具快

预置实时错误项检查，敏捷迅速
可视化调试工具，快速分析、错误识别修正

产品主要功能

云扩	RPA	编辑器一般适用于零编程经验的普通用户或开发者使用，主要功能如下：

1.	 通过云扩	RPA	编辑器，可视化创建相应的	RPA	流程项目。
2.	 导入/导出已开发完成的	RPA	流程。
3.	 RPA	流程的编辑、保存、删除等。
4.	 RPA	流程的调试、运行、发布等。

应用场景
网页上的数据批量采集

无论是何种网页数据，通过云扩	RPA	都能轻松的完成数据采集。您可以随时来调整采集规则，无需担心在分析需求激增时带
来的资源不足问题。

重复繁琐的工作自动化完成

某些工作，如电商活动报名，可能需要准备成百上千个商品信息，一个一个填入到报名页面中，明明是不断复制粘贴的工
作，却浪费了企业大量时间，而且还容易出错，要经常返回修改。通过使用云扩	RPA，您只需准备好这上千个商品信息，即
可一键自动完成报名。

跨多个系统应用

云扩	RPA	可以方便地在多个系统间进行数据交换，充当胶水的作用，它可以连接到办公应用程序，ERP，CRM，SCM，SFA
等等，可以自动化跨越多个业务应用系统。

基于规则的处理和决策

云扩	RPA	可用于业务规则明确的流程，根据数据比对或其他判断方式进行自动业务处理。基于工作流从触发到完成，只要可
以明确决策矩阵就可以处理它们。

云扩RPA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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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入口与试用

云扩	RPA	编辑器为桌面版应用程序，安装包下载入口：云扩	RPA	控制台	>	首页	>	安装包下载，下载后根据向导进行安
装，与控制台共享一套账户。
云扩	RPA	编辑器试用：

社区版：供普通用户下载后，自行使用。每个社区版控制台可以激活一个社区版编辑器
企业版：如需试用，请联系我们的销售人员（致电：400-639-2198）。

与其他云扩产品之间的关系

云扩RPA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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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
云扩	RPA	编辑器采用简单直观的布局，可以最大程度地为编辑区域提供空间，同时为浏览项目或项目的整个上下文留出足够
的空间。其用户界面分为以下开始主页和编辑器主页两部分：

开始主页

1.	 新建	—	新建流程项目或组件项目。
2.	 最近	—	打开您最近处理过的项目。可以进行打开项目所在的文件夹、导出项目、删除项目和从最近使用列表中删除操

作；单击	更多项目	链接，展开更多的最近处理过的项目，且可模糊搜索	最近使用	列表。

新建

1.	 新建	—	新建流程项目或组件项目。
2.	 从模板新建	—	从预定义的模板开始一个新项目。
3.	 流程市场	—	在流程市场中选择并打开已有的流程的基础上进行新建项目。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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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使用	—	打开您最近处理过的项目。
2.	 本地项目	—	本地电脑中已有的项目。

浏览：打开本地电脑中已有的项目。
刷新：重新加载当前路径下的项目文件夹。
导入：导入本地电脑中已有的项目。

3.	 控制台流程	—	查看/编辑控制台流程。

工具

1.	 应用	—	支持	元素探测器	应用小工具。
2.	 扩展	—	可以快速安装各种扩展程序，以对不同的应用进行自动化。

设置

设置	用于管理编辑器相关的设置信息，同时还可以找到产品的版本信息。

常规	-	显示编辑器的语言配置。
项目	-	对项目相关信息进行设置。

“运行时最小化”让你可以将编辑器窗口设置为运行时是否最小化。
管理市场	-	对组件市场、代码市场、流程市场进行管理操作，包括新增、删除、启用/禁用、上移/下移等。
快捷键	-	查看系统中所有的快捷键。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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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可将您定向到在线课程、产品文档、发行说明、在线资源，社区论坛和官网。您还可以在	帮助	页面中找到有关产品版
本等信息。

更新说明：单击“更新说明”链接，可查看当前版本的编辑器已新增或优化的功能点。
修改：单击“修改”链接，可进行登录激活方式（社区版、企业版）切换。

编辑器主页

1.	 菜单栏	—	一种树形结构，为编辑器提供一些功能入口。
2.	 工具栏 —	位于编辑器的最左侧，使你可以开展广泛的活动，包括新建、运行你的自动化项目和启动相关工具。
3.	 工具面板 —	使你可以访问诸如项目、组件之类的不同面板视图，在你处理项目时为你提供帮助。
4.	 编辑区域 —	作为编辑器的主要区域，使你可以编辑和修改自动化项目。
5.	 输出面板 —	在编辑器下方可以打开输出面板，以输出不同的日志信息，如错误、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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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属性栏	—	选择任一组件，在编辑器右侧可查看该组件的属性相关信息。
7.	 状态栏 —	展示打开的项目和编辑器通知等相关信息。

项目面板

项目面板	以树形结构的方式显示你创建的全部的项目内容。

项目面板提供一些按钮，对项目进行保存操作，来帮助你完成自动化流程的快速实现。

保存	-	将当前编辑好的流程保存
全部保存	-	将所有编辑好的流程保存
刷新	-	刷新当前项目下的文件状态
显示所有文件	-	显示所有从项目中排除的文件
删除未使用的屏幕截图	-	删除项目中未使用到的屏幕截图

说明：

如果项目文件下的	Backup	文件夹中有相关流程的备份文件，则无法删除流程文件中的屏幕截图。
如果是自定义文件名的截图，则无法删除。

右击项目面板的任意文件或文件夹，可以打开包含以下选项的上下文菜单：	|选项	|描述	|	|-----------|------------------------------------
---|	|打开	|打开项目或文件|	|添加|选择可以在所选中项目下添加的选项：序列、流程图、状态机、文件夹|	|导入文件|	导入本地
文件至当前所指定的文件夹下|	|重命名	|使你可以重命名当前所选文件或文件夹	|	|删除	|删除所选中的文件或文件夹	|	|导出项目	|
将所选中的项目导出，导出后会自动生成一个	.dgs(流程项目)	或	.egs（组件项目）	文件|	|引用项目|引用其他项目（支持文件夹
和文件）作为依赖项|	|打开所在文件夹|	打开所选项目或文件的本地文件夹	|	|项目设置|	打开	项目设置	以设置某一类别组件属
性	|	|属性|查看或编辑项目的属性信息，包括项目名称、作者、版本等|	|调试文件|	调试所选中的.xaml	文件|	|运行文件|	运行所选
中的.xaml	文件	|	|从项目中排除|将文件夹或文件从项目中排除，点击右上角的“显示所有”可显示排除的文件夹或文件,	其中项
目文件夹、依赖项、Main.xaml、project.json	不支持排除|	|包括在项目中|将被排除的文件夹或文件包括到项目中,	其中项目文件
夹、依赖项、Main.xaml、project.json	不支持排除|

注意：

1.一个项目下面会自动创建一个主流程文件：Main.xaml，并且这个主流程文件不允许重命名

2.一个项目下面可以新建任意个子流程文件（文件名任意）

大纲面板

大纲面板	用于显示当前流程文件的层级结构。通过在大纲中选中某一组件来定位到编辑区域的组件，也可以通过在编辑区域
选择组件来显示大纲中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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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面板

组件面板	主要显示自动化项目中所需要使用的组件，用鼠标拖拽到编辑区域中进行使用。组件面板提供快速查找工具的搜索
框，输入组件名称即可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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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F1	快捷键或者组件右键菜单的“帮助”，可快速打开对应组件的帮助文档，以了解相应组件的详细信息及使用方法。

运行面板

运行面板	主要显示与运行和调试有关的所有信息，顶部显示带有调试和运行命令的相关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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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自动化项目时，所有项目运行时相关过程的详细信息都将显示在输出面板中。当流程出现错误时，通过日志你可以轻松
地定位到出现错误的组件。

调试	主要通过对流程设置断点，进而识别并清除流程中的错误，完善该流程并提高其正确性。当调试时，将会同时打开变量
面板和输出面板，显示相关调试信息。有关调试的详细信息，请查看	调试。

版本控制面板

版本控制面板	用于记录项目中文件内容的变化，以便将来查看指定版本的修订情况。单击“启用”，开启版本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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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面板

市场面板	使你可打开组件市场和流程市场。

组件市场-使你可以下载和管理第三方的组件，将其作为依赖项添加至自动化项目中。

代码市场-集成了	NuGet，使你可以更方便地加载	NuGet	包到自动化项目中。

流程市场-你可以下载流程，已完成对相关组件的了解及应用。

有关市场的详细信息，请查看	云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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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项目

通过工具栏的	发布	按钮可将自动化项目打包进行发布，方便后续的执行及共享。

自动化项目发布后，将会自动存储到对应的位置，如果后续要对该位置的项目进行修改，在本地修改后，再次发布即可。

有关发布自动化项目的详细信息，请查看	发布自动化项目。

个人信息

通过点击菜单栏右侧的	 	打开	个人信息	退出登录。

编辑区域

编辑区域	显示你正在进行的项目，你可以对其进行更改。而在编辑区域的底部导航栏能够让你快速访问变量、参数以及导入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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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双击某一个组件，可以查看此组件的具体内容，也可以对其进行属性的添加和更改。

通过点击	 	图标，按住空格键或按鼠标中键来激活平移模式。

通过按住	Ctrl+鼠标滚动方式更改缩放级别，然后点击	 	图标将其重置为	100%。

通过点击	 	图标，使整个自动化项目按照编辑区域的大小进行自适应。

上下文菜单

通过上下文菜单，你可以对当前组件进行多种操作，例如复制、粘贴、删除等。在当前组件区域点击鼠标右键即可打开上下
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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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打开 打开编辑区域中选中的组件，也可以通过双击来实现。

剪切 删除选中的组件并将其放在剪贴板上。

复制 复制选中的组件并将其放在剪贴板上。

粘贴 将剪贴板上的组件插入到当前位置。

删除 删除选中的组件。

批注 对组件进行注释的添加、编辑、删除、显示和隐藏。

断点 对选定的组件进行断点的插入、删除、禁用和启用。

包括在
错误捕
获中

将选择的单个组件用错误捕获组件包括起来，包括在	Try	模块中。

创建变
量 在变量列表中创建变量。

提取为
子流程

创建一个包含目标组件的新流程。通过将大型流程拆解，以降低查看项目的复杂度。</br>	在提取为子流
程的组件处会自动生成一个调用流程组件，参数由组件中使用的变量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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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组
件 启用先前禁用的组件。

禁用组
件 禁用选定的组件，并将其放置在	注释掉	容器中

导出到
Excel 鼠标右击容器内组件（流程图/序列/状态机组）的空白处，将	xaml	文件内容导出到	Excel	中。

调试组
件 仅调试选中的单个组件。

从此组
件调试 从选定的组件开始调试流程。

复制为
图像 将编辑区域中显示的内容保存为图片，图片名称、类型、存储路径等为默认状态。

另存为
图像 将编辑区域中显示的内容保存为图片，但图片的名称、类型、存储路径等可以进行自定义。

显示所
有条件 在流程编辑区域将流程决策组件的条件（Condition）属性值显示出来。

隐藏所
有条件 在流程编辑区域将流程决策组件的条件（Condition）属性值隐藏起来。

帮助 快速打开对应组件的帮助文档，以了解相应组件的详细信息及使用方法，也可以通过快捷键	F1	实现。

设置为
开始节
点

将当前选中组件设为开始节点，流程执行由当前组件开始。	</br>	注意：只在当前容器组件为流程图时显
示。

查看父
级 在编辑区域中显示当前选中组件的父级。	</br>	注意：只在子级组件的上下文菜单中显示。

属性面板

属性面板	在编辑区域内部呈现，其显示当前组件的相关属性，你可以通过属性面板对当前组件的属性进行相关设置。

注意：

输入属性值时，若属性值为字符串，需要将字符串放在英文双引号中。

输出面板

输出面板	可以显示当前项目中的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打开或执行时的信息、写入日志组件的输出信息。通过输出面
板，你可以快速定位到项目中错误出现的位置，及时更改，保证项目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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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出面板中，可以	t	通过点击面板标题栏的不同按钮来显示或隐藏不同日志级别的消息，例如错误、信息、调试。右键单
击消息，将会把该消息复制到粘贴板中。

当项目验证出现问题时，将在输出面板中显示错误信息。针对调试项目时，输出面板将显示所有组件从开始到结束的详细日
志。当流程出错，通过日志信息将可以轻松地定位到出现错误的组件。

请注意，每次运行或调试项目时，将会自动清除此面板中存储的日志信息。

快速访问页

打开项目时，系统默认打开“快速访问”选项页，该页面可快速打开流程文件、快速进行录制和调试、快速打开实用链接。

说明：

若不希望在打开项目时打开此页面，可在“开始	>	设置	>	项目”中设置为不勾选“打开项目时显示快速访问页”选项。

快速打开：从项目面板中拖拽需要快速打开的流程文件(xaml	类型)至“添加文件”区域。单击该文件，即可快速打开。

说明：

最多支持添加	5	个文件至“添加文件”区域，以便进行快速打开。

快捷操作

开始录制：单击“开始录制”时，在未打开流程文件的情况下，可打开智能录制器进行录制，录制结束后将录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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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新建序列类型的流程文件中。
开始调试：单击“开始调试”时，从流程项目的	Main.xaml	入口文件进行调试。

说明：

当项目类型为“组件项目”时，不支持该功能。

实用链接：可快速打开产品文档、在线课程、社区论坛、云扩控制台、云扩市场、云扩官网的链接。

意见反馈

意见反馈	可以使你快速地寻求帮助。通过点击	 	图标，打开反馈窗口。

当我们的客服人员在线时，你可以将你的问题反馈给客服人员，客服人员将会及时帮助你解决问题；当客服人员不在线时，
你也可以通过留言来反馈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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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术语
在使用云扩	RPA	编辑器之前，你必须了解以下概念。

流程项目

流程项目是用于管理所有跟单个自动化任务相关的所有流程文件的集合。

比如你需要创作一个定时处理客户订单的自动化流程，就可以创建一个流程项目，跟这个任务相关的所有子流程文件、依赖
项等信息都会出现在这个项目中。流程项目是你进行开发、发布以及部署给机器人运行的基本单位。通常情况下，每一个独
立的工作任务都应该创建一个新的流程项目。

流程文件

流程文件是描述流程逻辑的源文件，格式通常为	.xaml。

每个流程项目只有一个主流程文件，默认为	Main.xaml，是机器人执行的起点。Main.xaml	是每个流程项目的默认文件，不可
以被删除。同时，你可以为项目添加多个子流程文件，用于编写子流程，而主流程与子流程之间是可以相互调用。

建议可以把流程中相对独立的部分放到一个子流程文件中，这样有两个好处：

1.	 方便被多个流程重复调用；
2.	 让主流程比较简洁，方便未来维护与更新。

组件
组件是组成一个流程的基本单元，描述流程中的一步操作，比如打开网站、点击按钮、在输入框中输入文字等等。

创作一个流程的过程，就是把正确的组件拖入到流程编辑区域中。所以组件是学习编辑器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熟悉了各
种组件的使用，你很快就可以成为自动化流程编辑高手了。

变量

变量用于存储流程执行过程的临时数据，与任何编程语言中变量的意义是一样的。

云扩	RPA	编辑器的流程执行引擎是强类型的，所以变量会有不同的类型，比如整数型、字符串型等。使用变量的主要目的
是，在流程中传递数据，比如从网页中获取到文本信息可以存入到一个变量中，进行处理之后，又被另外一个组件使用。

参数
参数用于接受来自流程调用者的数据，与任何编程语言中函数的参数是一样的。

主流程和子流程都可以有参数，在调用这个流程的时候可以传入相应的数值，可以实现每次调用流程都传入不同数据的目
的。如果参数不是必须，可以为参数设置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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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更新

安装

1.	 获取云扩	RPA	编辑器。

对于社区版编辑器，你可以在	云扩	RPA	控制台页面	注册登录并下载。	

对于企业版编辑器，请联系云扩获取。

2.	 下载完成后双击安装包进行安装，进入如下图所示界面

3.	 安装完成后，双击快捷方式，打开软件许可协议并勾选“已阅读并同意软件许可协议”，点击“确定”，开始激活并使用云
扩	RPA	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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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当编辑器有新版本时，系统会自动检测并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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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运行的硬件&软件要求

硬件要求

双核	1.8	GHz	或更快的处理器。	推荐使用四核+内核。
最低	3	GB	RAM；建议	8	GB	RAM（如果在虚拟机上运行，则最低	3.5	GB）
硬盘空间：2GB	-	10	GB	可用空间；典型安装需要	2GB	的可用空间

软件要求

编辑器依赖.NET	Framework	4.6.1	版本（需预先安装.NET	4.6.1）下载链接
图像识别依赖	VC++	Redistributable	2005-2017	中间所有版本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下载链接	</br>
Microsoft	Visual	C++	2008	下载链接(x64)	下载链接(x86)	</br>
Microsoft	Visual	C++	2010	下载链接(x64)	下载链接(x86)	</br>
Microsoft	Visual	C++	2012	下载链接	</br>
Microsoft	Visual	C++	2013	下载链接	</br>
Microsoft	Visual	C++	2015	下载链接	</br>
Microsoft	Visual	C++	2017	下载链接(x64)	下载链接(x86)

Office	相关组件使用需要安装	Office	2016	或	WPS	2016。
支持的操作系统如下：

Windows	7	SP1	(x86	and	x64)</br>
Windows	8	(x86	and	x64)</br>
Windows	8.1	(x86	and	x64)</br>
Windows	10	</br>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x64)</br>
Windows	Server	2012	(x64)</br>
Windows	Server	2012	R2	(x64)</br>
Windows	Server	2016	(x64)</br>

说明：

Win7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系统需要	SP1	补丁。

硬件和软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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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编辑器的激活，可分为如下两种情况：

社区版编辑器：只能通过	登录控制台	激活。

企业版编辑器：可通过	登录控制台	或	使用许可证	激活。	</br>

激活方式说明	</br>

登录控制台激活：仅限拥有控制台时使用。
使用许可证激活：未购买控制台时使用。	</br>

激活方式变更	</br>

在关于页面，可修改社区版/企业版的激活方式。

激活社区版编辑器
首次安装并运行编辑器后，将会自动打开“选择激活方式”窗口，提示用户对编辑器进行激活，此时选择	社区版激活。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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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应文本框中输入账号信息，点击“下一步”，选择租户，然后点击“激活”，即可激活编辑器。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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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企业版编辑器

首次安装并运行编辑器后，将会自动打开“选择激活方式”窗口，提示用户对编辑器进行激活。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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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登录控制台激活”时，设置好控制台服务地址，并在对应文本框中输入账号信息，然后点击“下一步”，选择租户，最
后点击“激活”，即可激活编辑器。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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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使用许可证激活”时，复制相应的机器码，发送给我们的客户服务人员。</br>	客户服务人员将会通过机器码返回对应
的许可证，将许可证复制粘贴至许可证文本框中，点击“激活”即可激活编辑器。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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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键
你可以通过以下键盘快捷键或者在开始主页	>	设置	>	快捷键中访问云扩	RPA	编辑器的相关命令，进行一些操作。

全局快捷键

Ctrl+Alt+F5：当编辑器最小化后，使用此快捷键，将快速停止执行流程

文件

Ctrl+S：保存当前编辑的流程

Ctrl+Shift+S：保存当前打开编辑的所有流程

Ctrl+H：将项目导出到文件资源管理器中

视图
Ctrl+F:	搜索当前打开的流程文件（xaml类型）中的组件和变量

Ctrl+Shift+P：快速打开项目面板

Ctrl+Shift+C：快速打开组件面板

Ctrl+Shift+D：快速打开运行面板

Ctrl+Shift+M：快速打开市场面板

Ctrl+Shift+V：快速打开版本控制

Ctrl+Shift+U：快速打开输出面板

运行

F5：开始/暂停/继续调试当前的自动化项目

Ctrl+F5：开始运行当前的自动化项目

Shift+F5：停止调试当前的自动化项目

F11：单步执行

F10：单步跳过

Shift+F11：单步跳出

F9：切换断点（插入/删除断点）

Ctrl+F9：启用/禁用断点

工具

Ctrl+R：打开智能录制器

Ctrl+D：打开元素探测器

键盘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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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M：打开移动设备管理器

Ctrl+Alt+S：打开选择器管理器

智能录制

Esc：退出录制

F2：延迟	5S	录制

F3：自动识别当前鼠标所在位置周边的元素，并弹出一对话框精确选择欲指定的元素

Ctrl+鼠标拖动画框：图像识别

F4：切换录制技术

选定组件

Ctrl+Q：启用组件

Ctrl+J：禁用组件

Ctrl+B：创建组件相应类型的变量。在表达式编辑器或组件输入框中，通过对选中表达式或表达式的一部分使用此快捷键，
将创建具有所选文本名称的变量，且变量类型与组件所需类型相同。

Shift+F2：添加批注

其他

F1：快速打开当前选定组件的帮助文档

键盘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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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编辑-调试-发布
云扩	RPA	编辑器的工作过程与其他应用程序并没有太大区别，其具体指的就是如何从无到有完成一个自动化项目的完整过
程。但是，要有效地完成自动化项目，你需要用到一些专业的工具。以下列表概述了完成一个自动化项目的过程，并添加了
在工作过程的每个阶段可能会使用的一些工具的链接。

1.	设置工作区

这是你可能已经完成的阶段：安装云扩	RPA	编辑器。

使用云扩	RPA	编辑器创建一个自动化项目。有关创建自动化项目的具体操作，请查看	创建自动化项目。

2.	编辑自动化项目

现在你可以开始工作了。

编辑自动化项目其实就是将平时员工的业务流程在编辑器中通过拖拽组件的方式来实现。详细的组件功能介绍请查看	组件模
块。

其次，云扩	RPA	编辑器还包含可以帮助你更快开展工作及编辑高质量自动化项目的工具。有关可用工具和功能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	云扩市场	和	智能录制。

3.	调试

在这个迭代阶段，你可以继续编辑流程，但更着重于识别并清除流程中的错误以提高正确性。有关调试的详细信息，请查看
调试。

4.	查看日志

通过编辑器的“日志”功能，你可以查看整个自动化项目的运行信息，掌握自动化项目的详细运行状况。	你可以看到整个业务
流程的单节状态是否正常，还可以通过日志定位报错组件。

5.	发布

经过多次运行测试并通过交付标准的自动化项目，你可以利用编辑器的“发布”功能将项目发布到控制台和流程市场中。有关
发布的详细信息，请查看	发布自动化项目.

创建-编辑-调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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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流程项目

流程项目

流程项目	是用于管理所有跟单个自动化任务相关的所有流程文件的集合，比如你需要创作一个定时处理客户订单的自动化流
程，就可以创建一个流程项目，跟这个任务相关的所有子流程文件、依赖项等信息都会出现在这个项目中。流程项目是你进
行开发、发布以及部署给机器人运行的基本单位。通常情况下，每一个独立的工作任务都应该创建一个新的流程项目。

在你启动编辑器并创建一个新项目后，默认情况下，该项目将会存放在路径	-%USERPROFILE%\Documents\Encoo		下。

该项目中包含了以下两个部分：

自动创建的	Main.xaml	流程文件。该文件作为流程执行时的开始文件，包含编辑器的主要流程。
其他的.xaml	流程文件。这些文件需要通过	调用流程	组件，将其与	Main.xaml	文件连接起来，因为当运行或调试自动化流
程时，将从	Main.xaml	文件开始。

创建流程

本示例将教你如何创建并运行一个基本流程项目。我们将会打开浏览器，搜索天气预报，获取明天的天气信息，并进行提
示：明天是否有雨。

1.	 打开云扩	RPA	编辑器
2.	 新建一个项目，并输入项目名称（以	MyFirstProject	为例）	</br>	针对高级设置下的	桌面录制技术	选择，推荐使用

UIA3。

UIA3	和	UIA	的区别在于对于不同技术的支持力度不同：	</br>

对于	WPF	和	Windows	Store	Apps，UIA3	支持力度更佳；
对于	C#和	WinForms，UIA	支持力度更佳。

注意：

UIA3	和	UIA	不可以同时使用于同一个项目中。

创建流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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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组件面板，搜索“打开浏览器”组件，并将其拖入到编辑区域连接至开始节点

4.	 在该组件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浏览器类型：IE
网址："https://www.baidu.com"

5.	 双击“打开浏览器”组件，并点击菜单栏-工具下的“智能录制”，打开录制器

6.	 打开	IE	浏览器的百度网站的首页，然后点击录制器的“智能录制”进行网站操作的录制

7.	 点击百度首页的搜索文本框，在出现的弹框中输入要搜索的词条（以天气为例）

创建流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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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击百度一下，或者按	Enter	键

9.	 打开录制器界面，选择“文本”->“获取文本”，当出现黄色矩形框时，点击明天的天气信息以获取天气文本

创建流程项目

72



10.	 按下键盘的“Esc”快捷键结束网站操作的录制

11.	 点击录制器的“保存&退出”将录制好的自动化流程保存至编辑器中

12.	 打开变量列表，创建一个字符串型（String）变量-weather，用于存储获取到的天气文本

13.	 选中“获取文本”组件，在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创建流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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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weather

14.	 从组件面板拖入一个“条件（If）”组件连接到“获取文本”组件，在该组件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判断条件：weather.Contains(“雨”)

15.	 拖入一个确认框组件到条件的	Then	部分，并在该组件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标题："明日天气提醒"
描述："明天有雨，记得带伞哦"

16.	 拖入另一个确认框到条件的	Else	部分，并在该组件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标题："明日天气提醒"
描述："明天无雨，出去走走吧"

运行流程

创建流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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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运行”来尝试运行自动化流程

2.	 运行过程中，编辑器会自动回放录制的过程，并提示明天是否有雨

创建流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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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组件项目

组件项目

组件项目	是一个包含一个或多个可重复使用组件的项目。通过将该项目发布到组件市场，可以将其作为组件包安装到其他项
目中，作为依赖项进行使用。

组件项目的创建类似于	创建流程项目，其主要区别在于组件项目可在其他项目中进行引用。

在你启动编辑器并创建一个组件项目后，默认情况下，该项目将会存放在路径-	%USERPROFILE%\Documents\Encoo		下。

创建流程

本示例将教你如何创建一个组件项目，并将其发布到组件市场，在其他项目中进行使用。我们将从一个	Excel	文件中获取部分
数据，并将其添加到另一个	Excel	文件中。

1.	 打开云扩	RPA	编辑器

2.	 在开始页，新建一个组件项目，并输入项目名称（以	Excel	数据迁移为例）。选择位置并设置类型，关于高级设置可查看
创建流程项目，此处皆使用默认值	

3.	 打开参数列表，创建两个字符串型（String）的输入变量，其将作为发布后组件的输入属性：

读取路径	--要读取数据的	Excel	文件所在路径
写入路径	--要写入数据的	Excel	文件所在路径	

创建组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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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组件面板搜索“打开/新建”组件，并将其拖入到编辑区域连接至开始节点	

5.	 在该组件的属性面板，输入以下内容：

文件路径：读取路径	

6.	 从组件面板搜索“读取区域”组件，，并将其拖入到“打开/新建”组件内部	

7.	 在该组件的属性面板，输入以下内容：

创建组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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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Sheet1"	--要读取数据的工作表名称（以默认名称	Sheet1	为例）
区域："A1:	B6"	--要读取的区域
数据：Data	--单击该字段后的输入框，输入	Data	作为变量名称，全选	Data	并使用快捷键	Ctrl+B	创建该变量	

8.	 再次从组件面板拖入一个“打开/新建”组件，连接到上一个“打开/新建”组件	

9.	 在该组件的属性面板，输入以下内容：

文件路径：写入路径	

创建组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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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从组件面板搜索“写入区域”组件，，并将其拖入到第二个“打开/新建”组件内部	

11.	 在该组件的属性面板，输入以下内容：
工作表："Sheet1"	--要写入数据的工作表名称（以默认名称	Sheet1	为例）
起始单元格："A1"
数据表：Data

创建组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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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流程

1.	 点击“运行”或使用快捷键	Ctrl+F6	来尝试运行流程

2.	 设置参数的默认值并确认，将会从第一个	Excel	文件中读取一部分数据填写到第二个	Excel	文件中。	

发布组件项目

如果你要将这个项目做为可重用的组件，添加到其他自动化项目中，就需要将其打包，发布到组件市场中。

1.	 打开创建的组件项目

创建组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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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菜单栏，点击“发布到组件市场”，打开发布窗口	

选择你要发布的目标市场，若没有市场，可点击“管理市场”进行创建。关如何创建市场，请查看	管理市场
在	最新版本号	字段中，你可以设置当前发布的版本号
在	描述	字段中，你可以添加有关此组件项目的详细信息

导出组件项目

如果需要将组件项目导出，供其他项目进行引用，可选择项目进行右击选择“导出项目”，在弹出的“导出项目”对话框中，按
需选择导出相关配置。

说明：	导出的组件项目以“.egs”为扩展名，区别于以“.dgs”为扩展名的流程项目。

安装并使用组件

如果你要在另外一个自动化项目中使用该组件包，需要先安装，将其添加为自动化项目的依赖项。

1.	 创建一个流程项目，可查看	创建流程项目

2.	 在组件面板中，点击“组件市场”，打开组件市场窗口

创建组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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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窗口左侧选择之前创建的市场，搜索发布的组件包并选择。在我们的示例中，该组件包名为	Excel	数据迁移

4.	 单击“安装”，安装完成关闭窗口。此时，该组件包已添加到当前流程项目中，并在组件面板中可见	

5.	 从组件面板中，将“Excel	数据迁移”组件拖入到编辑区域并连接到开始节点

6.	 在该组件的属性面板，输入以下内容：

读取路径："C:\Users\用户名\Documents\Encoo\使用组件项目所编辑的组件\start.xlsx"	--要读取数据的	Excel	文件全路
径
写入路径："C:\Users\用户名\Documents\Encoo\使用组件项目所编辑的组件\final.xlsx"	--要写入数据的	Excel	文件全路
径

注意：

若组件含有路径类属性，不能使用相对路径，必须使用全路径。

7.	 点击“运行”，即可将	start.xlsx	的部分数据迁移到	final.xlsx	中	

创建组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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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模板
在开始主页的“新建”页中，你可以选择以下几种类型的模板来创建一个自动化项目。

说明：

点击“从模板新建”右侧的“更多模板”，可查看全部模板。

企业级标准流程
企业级标准流程	针对业务处理提供了一套标准，帮助完成自动化。该模板包含日志处理、环境处理及相关数据处理。

从模板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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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业务流程

一般业务流程	用于对基础业务进行自动化。该模板首先读取项目所需的数据，保存至预定义的变量中，然后根据所存储的数
据判断是否需要处理，如需要处理则进行业务处理。

从模板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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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错处理流程

容错处理流程	通过使用错误捕获来处理流程中常见的异常情况。

从模板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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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网页流程

通用网页流程	针对网页操作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该模板主要是打开一个网站并进行处理，该网站处理完成后，跳转至另一个
网站继续处理余下操作。

从模板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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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流程模板

企业流程模板	针对企业常见主业务流程进行标准化处理。

从模板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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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抓取模板

数据抓取模板一般用于获取浏览器结构化数据。

从模板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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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流程
通过打开	控制台流程	可以让你对控制台的流程进行查看和编辑。

打开控制台流程

1.	 打开云扩	RPA	编辑器，使用控制台账号进行登录。	

2.	 在开始主页，选择“打开”->“控制台流程”，将会获取到你所在资源组下的所有流程。	

3.	 通过资源组下拉列表，你可以选择你想要查看的资源组，选择完成，将会把该资源组下的流程全部加载出来。

4.	 在流程列表处，选择你要查看的流程，单击将会在版本列表看到该流程的所有版本。

5.	 在版本列表处，选择一个你要打开的版本，单击将会自动下载流程并打开它。

注意：

若当前流程为已下载的流程，再次打开将会提示“流程已经下载，是否重新下载”，若选择是，将会覆盖已下载的
流程。

控制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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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发布流程

1.	 按照正常编辑步骤编辑打开的流程。

2.	 编辑完成，你可以将该流程再次发布到控制台。	

注意：

发布的流程将作为一个新版本存在，并不会覆盖原有流程。

控制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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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项目
引用项目	用于将外部项目引用到当前项目中，作为当前项目的依赖项，在当前项目中通过	调用流程(引用项目)	组件实现对该
依赖项的调用。

操作示例

1.	 在编辑器编辑页面，右击项目名称，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引用项目	>	选择文件。

2.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引用的	dgs	格式的项目文件。

说明：

dgs	格式的文件是导出项目时生成的项目文件。
项目文件选择完成后，在当前项目下的	依赖项	中。

引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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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的流程中需要引用流程处，拖入	调用流程（引用项目）	组件。

4.	 双击	调用流程（引用项目）	组件进行配置：选择需调用的流程及流程主文件，如下图所示。

说明：

（可选）单击“设置参数”按钮，可对当前调用的流程进行设置参数。

5.	 保存流程（Ctrl	+	S）并运行（Ctrl	+	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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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置
项目设置	用于设置某一类别组件运行和调试的相关属性值，并将其应用到项目中该类别的所有组件。

设置组件属性

如何对某一类别组件进行属性设置呢？

你可以右键点击项目面板中的项目文件夹，打开菜单，然后点击“项目设置”，将打开“项目设置”窗口。

项目设置	窗口左侧显示了可进行组件属性设置的类别。如自动化，其设置的组件属性值将应用于所有自动化相关的组件。

项目设置	窗口右侧则显示了对应类别的具体属性。当你设置相应属性值后，对项目中相关的组件，在运行或调试时，都将使
用设置的值。

恢复默认值	操作使你可以将当前类别设置的属性值一键恢复为默认值。

如果在项目中，在	属性面板	设置某一属性的值，则属性面板的值将会覆盖	项目设置	中设置的值，运行或调试项目时，将会
使用属性面板的值。

例如，对	打开浏览器	的	浏览器类型	属性进行设置：</br>	在项目设置中，设置	浏览器类型	属性的值为	Chrome；在属性面板
中，设置该属性值为	FireFox，则执行项目时，将会以	Firefox	打开某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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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项目设置中设置的属性值，不会更新到属性面板中。

如果重命名或删除了.settings	文件夹，运行或调试项目时将会以默认值自动创建该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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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序列是最小的项目类型。它们适用于线性过程，因为它们使你能够无缝地从一个组件转到另一个组件，并可以充当单个组件
块。

序列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它们可以作为独立的自动化项目或流程图的一部分而一次又一次地被重用。

请注意，由于Windows	Workflow	Foundation的限制，每当你希望将大量组件从一个序列复制到另一个序列时，建议事先向下
滚动到编辑区域的底部。

注意：

序列不使用连接线。

序列示例
创建一个询问用户的姓名及年龄，然后显示他的答案的示例，来对序列进行说明。具体操作如下：

1.	 创建一个空白的流程项目。在“开始页”中点击“新建流程项目”新建一个项目，并输入项目名称，例如	“sequenceTest”。

2.	 从组件面板拖动“序列”组件到编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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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两个字符串型（String）变量，如Name和Age，以便你可以在其中存储来自用户的数据。将默认字段保留为空，以表
示没有默认值。

4.	 将两个“输入框”组件拖到编辑区域上，一个在另一个下面。

5.	 选择第一个“输入框”，然后在属性面板中添加一个要求填入用户姓名的描述和一个自定义标题。

6.	 在输入的内容字段中，添加Name变量。这表明此变量将被用户此时添加的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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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第二个	“输入框”组件重复步骤5-6	，询问用户年龄，并将其存储在Age变量中。

8.	 在第二个“	输入框”下添加“确认框”组件。

9.	 选择“确认框”，然后在属性面板的“描述”字段中添加变量和字符串，以使你可以显示从用户那里收集的所有信息，例
如：Name+"的年龄为"+Age+"岁。"</br>（可选）“标题”字段可填入"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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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最终，序列如下所示：

在运行面板中点击“运行”，输入Tewin，24，最终结果将显示Tewin的年龄为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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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
流程图	可用于各种情况，从大型项目到小型项目，你都可以在其中重复使用它。

与序列不同，流程图最重要的方面是适用于更加复杂的业务逻辑。你可以运用多个不同的逻辑运算符以更多样化的方式简单
快速地集成自动化项目。

流程图示例

创建一个对用户登录进行判断的示例来对流程图进行说明。具体操作如下：

1.	 创建一个空白的自动化流程项目。在“开始页”中点击“新建流程项目”以新建一个项目，并输入项目名称，例如
“flowTest”。

2.	 在编辑区域点击“变量”，唤出变量列表，并点击“创建变量”，创建两个字符串型（String）变量（name、password）。

3.	 将“流程图”添加至编辑区域中，并连接到“开始”节点。并在该组件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显示名称：“用户登录”

项目设置

103



4.	 双击打开流程图，将“输入框”添加至流程图中，并连接到“开始”结点。

5.	 在“输入框”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输入的内容：name
标题："用户名"
描述："请输入用户名"
显示名称：输入用户名

项目设置

104



6.	 将“流程决策”添加到编辑区域中，并连接到“输入框”。此组件可以判断用户是否正确输入用户名。

7.	 在“流程决策”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判断条件：name	==	""。该字段用来判断用户名是否为空
显示名称：判断用户名是否为空。该字段可自行更改为你所想要的其他内容

8.	 添加一个“输入框”连接到流程决策的	False	分支。流程决策的	True	分支连接到上一个“输入框”，用来重新输入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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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输入框”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输入的内容：password
标题："密码"
描述："请输入密码"
显示名称：输入密码

10.	 添加一个“流程决策”并连接到“输入框”。此组件能够判断用户是否正确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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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流程决策”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判断条件：password	==	""。该字段用来判断密码是否为空
显示名称：判断密码是否为空。该字段可自行更改为你所需要的其他内容

12.	 添加一个“确认框”连接到流程决策的	False	分支。流程决策的	True	分支连接到上一个“输入框”，用来重新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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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确认框”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标题："用户登录"
描述：name+"登录成功"

14.	 最终，流程图如下所示：

在运行面板中点击“运行”，输入用户名、密码，最终结果将显示	Tewin	登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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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在云扩	RPA	编辑器中，变量	贯穿于自动化流程的整个过程中，用于存储多种类型的数据。变量另一个关键的方面是它们的值
可以改变，以便你可以控制循环体执行的次数。

注意：

即使在不同的作用域中使用，也需要使用不同的名称创建变量。

存储在变量中的数据称为值，它可以是多种类型。在云扩	RPA	编辑器中，我们支持大量类型，例如文本、数字、时间和日期
等等。

创建变量

注意：

如果编辑区域没有组件，则无法创建变量。

快捷键	Ctrl+B	创建变量

从组件中

从组件面板拖入一个组件到编辑区域。在组件的输入框中填入变量名称。

选中名称并右击，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创建变量”，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B	，将创建该变量。通过变量列表可检查变量
的类型和范围。

从属性面板中

在任一组件的属性面板中，选择某一属性，在输入框中填入变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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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名称并右击，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创建变量”，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B	，将创建该变量。通过变量列表可检查变量
的类型和范围。

从表达式编辑器中

选择任一组件，打开该组件某一属性的表达式编辑器，填入一段表达式。

选择表达式的一部分并右击，从上下文中选择“创建变量”，或者使用快捷键	Ctrl+B	，将创建该变量。通过变量列表可检
查变量的类型和范围。

注意：

通过快捷键创建的变量将根据所选属性自动生成类型。

从上下文菜单创建变量

1.	 右击当前组件，唤出上下文菜单，点击“创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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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你可以在变量列表中查看和编辑它。像这样创建的变量的范围始终属于它所属的最小容
器。

注意:

默认情况下，通过上下文菜单创建的变量都是	String	类型。

从变量列表创建变量

1.	 在编辑区域中，点击“变量”，将显示“变量”列表。

2.	 点击“创建变量”，将显示具有默认字段值的新变量。

注意:

默认情况下，如果从“变量列表”创建它们，则所有新变量都是	String	类型。

删除变量
1.	 在变量列表中，选中一个变量并右击，在上下文菜单中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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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变量列表中，选择一个变量并按 Delete 键。

注意：

如果要撤消此操作，请按	Ctrl	+	Z	。

搜索变量

当多个流程文件的多处使用到变量且需要查找并定位变量的位置时，可以从菜单栏中快捷搜索框或视图	>	搜索菜单中进行搜
索操作。

在搜索框中输入需要搜索的变量，可查找并定位出所有流程文件中带有的指定变量。

说明：

在搜索结果右上角，支持下拉选择在“所有文件”和“当前文件”中进行查找。

项目设置

112



浏览	.Net	变量类型

要搜索“变量类型”下拉框中默认未显示的变量类型，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变量列表的“变量类型”下拉框中，选择“浏览类型”。显示“浏览并选择	.Net	类型”窗口。

2.	 在“类型名称”字段中，输入要查找的变量类型的关键字，例如	table	。

3.	 选中	table	类型并点击“确定”。该变量类型将显示在“变量类型”下拉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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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首次使用“浏览并选择	.Net	类型”窗口中的一种变量类型后，它将显示在变量列表的“变量类型”下拉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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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列表
使用变量列表可以创建和修改变量。

字段 描述

名称
（必
填）

变量的名称。	如果不向变量添加名称，则会自动生成一个名称。

变量类
型（必
填）

允许选择变量的类型。可以使用以下选项：</br>	Boolean	</br>	Int32	</br>	String	</br>	Object	</br>	Array	of
[T]	</br>	System.Data.DataTable	</br>	BotTimeUI.Common.Control.Interface.IUiObject	</br>	浏览	.Net	类型

范围
（必
填）

变量可用的区域，例如特定组件。</br>	默认情况下，它们在整个项目中可用。

默认值
（可
选）

变量的默认值。 	</br>	如果此字段为空，则使用其类型的默认值初始化变量。例如，对于	Int32，默认值为
0。

注意：

1.	 变量的范围若设置为局部，只是提示该变量存在于当前范围内，但变量名需要保持全局唯一性。

2.	 变量的名称不可使用系统保留字。例如：add、delete	等。

变量上下文菜单

字段 描述

删除 将变量从列表中删除，但不从流程中删除。

添加批注 打开“添加批注”窗口，为变量添加注释。

编辑批注 打开“添加批注”窗口，对已有的注释进行更改。

删除批注 删除为变量添加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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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类型
布尔型变量

布尔型（Boolean）变量只有两个可能的值，True	或	False	。这些变量通常用来做判断，从而更好地控制流程。

整数型变量

整数型（Int32）变量用于存储数字信息。它们可用于执行方程式或比较，传递重要数据和许多其他数据。

字符串型变量

字符串型（String）变量是一种只能存储字符串的变量类型。这些类型的变量可用于存储任何信息，如员工姓名、用户名或任
何其他字符串等等。

注意：

云扩	RPA	编辑器中的所有字符串都必须放置在英文引号之间。

对象型变量

对象型（Object）变量是一种特殊的变量，可以存储几乎任何类型的数据，例如：整数、字符串、数组…

数组型变量

数组型（Array）变量是一种允许你存储多个相同类型的值的变量类型。	云扩	RPA	编辑器支持的数组类型与变量类型一样
多。这意味着你可以创建数字数组、字符串数组、布尔值数组等等。

日期和时间型变量

日期和时间型（DateTime）变量是一种可用于存储有关任何日期和时间的信息的变量类型。可以在“浏览并选择	.Net	类型”窗
口里的系统命名空间（System.DateTime）下找到此类型的变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浏览	.Net	变量类型。

例如，它们可用于将日期附加到你可能正在使用的发票或任何其他文档中，并且对时间敏感。

Datatable	型变量

DataTable	型变量表示的是一种可以存储大量信息，并充当数据库或包含行和列的简单电子表格的变量类型。可以在“浏览并
选择	.Net	类型”窗口里的系统命名空间（System.Date）下找到此类型的变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浏览	.Net	变量类型。

这些变量对于将特定数据从数据库迁移到另一个数据库、从网站提取信息并将其本地存储在电子表格和许多其他文件中时是
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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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用于将数据从项目传递到另一个项目。在全局意义上，它们类似于变量，因为它们动态地存储数据并将其传递。变量在
组件之间传递数据，而参数在自动化流程之间传递数据。因此，它们使你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重用自动化流程。

云扩	RPA	编辑器支持大量的参数类型，这些参数类型与变量类型一致。因此，你可以创建字符串型，布尔值型，对象型，数
组型或	DataTable	型参数，也可以浏览	.Net	类型，和在变量的情况下一样。

此外，参数具有特定的传递方向（输入，输出，输入/输出，属性），告诉应用程序存储在其中的信息应该传递到哪里。

创建参数
注意：

参数名称应在驼峰上用一个前缀，说明参数传递的方向。

如	in_DefaultTimeout，in_FileName，out_TextResult，io_RetryNumber。

要创建新参数：

1.	 在“编辑区域”中，点击“参数”。将显示参数列表。

2.	 点击“创建参数”行。将显示具有默认字段值的新参数。

注意：

默认情况下，所有参数都是输入方向的字符串	(String)	类型。

删除参数

1.	 在参数列表中，选中一个参数并右击，在上下文菜单中点击“删除”选项。

2.	 在参数列表中，选择一个参数并按 Delete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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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撤消此操作，请按	Ctrl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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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列表
使用参数列表可以创建和修改参数。

字段 描述

名称
（必
填）

参数的名称。如果不向参数添加名称，则会自动生成一个名称。

方向
（必
填）

为参数选择一个方向。可用选项如下：</br>	输入	–	该参数只能用在给定项目；</br>	输出	–	该参数可用于将数
据传递到给定项目之外；</br>	输入/输出	–	这些参数可以在给定项目的内部和外部使用；</br>	属性	–	该参数
当前尚未使用到。

参数
类型
（必
填）

选择你希望参数存储的值类型。可用选项如下：</br>-	Boolean：布尔 </br>-	Int32：32	位整型	</br>-	String：字
符串型	</br>-	Object：对象	</br>-	Array	of	[T] ：数组	</br>	-	System.Data.DataTable：内存中数据的一个表
</br>	-	BotTimeUI.Common.Control.Interface.IUiObject	</br>-	Encoo.DataType.FilePath：打开文件	</br>-
Encoo.DataType.FolderPath：打开目录	</br>	浏览	.Net	类型	</br>	如果从“浏览并选择	.Net	类型”窗口中选择
.Net	类型，则会将其添加到“参数类型”下拉框中。

默认
值
（可
选）

参数的默认值。如果此字段为空，则参数没有默认值。

注意：

参数的名称不可使用系统保留字。例如：add、delete	等。

参数上下文菜单

字段 描述

删除 将参数从列表中删除，但不从流程中删除。

添加批注 打开“添加批注”窗口，为参数添加注释。

编辑批注 打开“添加批注”窗口，对已有的注释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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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批注 删除为参数添加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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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参数
参数使你可以不同的流程文件间传递数据，其主要使用在调用流程组件中，该组件可在组件面板的流程控制下找到。

使用示例

我们如何在调用流程组件中使用参数呢？我们将创建两个序列，在这两个序列流程文件间进行数据的传递，最后将这个数据
写入日志。具体操作如下：

1.	 打开编辑器，创建一个项目，在该项目中添加一个子流程文件，命名为	Argument1

2.	 打开参数列表，创建一个输出方向的字符串型（String）参数（outData）

3.	 从组件面板中拖入一个“赋值”组件到流程图中

4.	 在“赋值”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变量名：outData
值："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

5.	 此时，子流程文件如下所示：

6.	 打开	Main.xaml	文件，打开变量列表，创建一个字符串型（String）变量（result）

7.	 从组件面板拖入一个“调用流程”组件

8.	 双击打开该组件，点击“...”浏览文件夹，选择之前创建的	Argument1.xaml	文件

9.	 点击“设置参数”，显示编辑参数窗口，此处添加的是	Argument1.xaml	文件中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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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outData
方向:	输出
类型：String
值：result

10.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连接到“赋值”组件

11.	 在“写入日志”的属性面板中，输入以下内容：

日志内容："result+"	我的名字是小匠。""
12.	 此时，主流程文件如下所示：

最终运行该流程，输出面板将会显示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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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中存储了不同类型的数据，使你可以定义表达式、变量及参数的范围。

导入	允许你为将在表达式中使用的类型输入命名空间。	与	Visual	Basic	和	C#中的导入或使用关键字非常类似，在导入中指定
命名空间可让你只需在表达式中输入类型名称，而不是完全限定的版本类型名称。要打开导入，请在编辑区域中点击“导
入”。

导入既响应	UI	中的更改，也响应保存流程时进行的更改。	保存流程后，会向导入中自动添加命名空间。	这些存储包括以下
各项：

变量和自变量声明中使用的所有类型的命名空间。
表达式中使用的所有类型的命名空间。
序列化流程所需的其他任何命名空间（例如，放置在流程中的自定义活动所使用的命名空间）。

保存流程时，你可能会注意到你已手动删除的某些命名空间可能会由于上述列表中描述的逻辑自动重新添加到导入中。

向命名空间列表中添加命名空间

1.	 打开一个自动化项目。
2.	 点击编辑区域底部的	"导入"。	此时将显示导入列表。
3.	 输入命名空间并从下拉框中选择一个命名空间。	当键入时，会显示与键入的字符匹配的有效命名空间列表。

4.	 按	Enter	键将命名空间添加到列表。

5.	 如果要从列表中删除命名空间，请选择该命名空间，然后右键点击“删除”或者按键盘上的	Delete	键。

注意：

如果命名空间因为任何原因（例如，项目不再引用包含命名空间的程序集）而无效，只能删除它。

项目设置

124



智能录制
智能录制	是云扩	RPA	编辑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可以帮助你在自动化业务流程时节省大量时间。此功能使你能够轻松地在屏
幕上捕获用户的操作并将其转换为序列。

使用录制功能，录制下自动化流程项目后，你可以对这些项目进行修改以及调整相应的参数，以便你可以在其他流程中轻松
地重新调用他们。

录制描述

当界面出现黄色矩形框，代表着你已经开始录制。此时，你才可以点击目标元素，因为矩形代表了识别出的元素，也意味着
你可以点击它来获取数据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交互。如下图所示，这样就能确保你选择了正确的按钮、文本或菜单。

录制过程中与	UI	元素的交互会产生信息性屏幕截图。无论所选录制的类型如何，有些操作是可记录的，而有些则是不可记录
的。

可录制的操作

鼠标左击按钮，选择框，下拉列表和其他图形用户界面元素
正在输入的文字

不可录制的操作

键盘快捷键

注意：

当对显示设置进行更改后，如果不重新启动计算机，则可能无法正确识别元素。

录制器

云扩	RPA	编辑器主要有两种录制类型，分别是网站录制、桌面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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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录制类型都使用同一个录制器，录制器是为在	Web	应用程序和桌面应用程序中录制操作而设计，它可以让你录制各种操
作环境下的动作。

录制器使你可以：

自动记录在屏幕上执行的多个操作

手动记录单个操作，例如：

单击或双击界面元素
对文本框输入文本
查找元素或等待元素消失

录制时可以使用的键盘快捷键：

F2	–	延迟	5	秒进行录制。
Esc	–	退出录制。
Ctrl+鼠标拖动画框	–	图像识别。
F4	–	切换录制技术。

|录制技术|	描述|	|-----|-----|	|Automatic	|包含</br>-	录制桌面元素的JAB（JAVA应用）、SAP（SAP系统应用）录制技术
</br>-	录制Web元素的IE、Chrome、Firefox、Edge、360浏览器录制技术，其中Web元素录制技术会根据浏览器类型进行
自动匹配对应的录制技术。	|	|IA|用于特殊应用时，采用IA录制技术。|	|UIA3(UIA)|用于非特殊应用时。</br>	UIA3	和
UIA	的区别在于对于不同技术的支持力度不同：	</br>	-	对于	WPF	和	Windows	Store	Apps，UIA3	支持力度更佳；</br>-
对于	C#和	WinForms，UIA	支持力度更佳。|

录制器界面操作

录制器界面

选项 描述

智能录
制 点击后，开始对网站或桌面应用程序进行录制。

保存&
退出 将录制好的自动化流程保存到云扩	RPA	编辑器中并退出录制器。

清空 将录制器中录制的自动化流程进行删除。

点击 分为单击、双击、选取。</br>	单击/双击：对界面元素手动进行单击/双击操作。</br>	选取：选中一个界面
元素。

文本 分为获取文本、输入文本。	</br>	获取文本：用于获取文本的内容。	</br>	输入文本：当文本框内无内容
时，可直接向文本框输入文本内容。

事件 分为等待元素出现、等待元素消失。主要用于判断。</br>	等待元素出现：等待界面元素出现。</br>	等待
元素消失：等待界面元素消失。

录制器预览界面

当录制器录制到一些自动化操作后，会生成一个预览界面。在此界面中你可以对录制好的操作进行更改，删除，以完善你的
自动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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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桌面示例
我们应该如何使用智能录制，来录制桌面操作呢？接下来我们将录制一些记事本的操作，如何在记事本输入想要输入的内
容。

1.	 打开一个记事本

2.	 打开编辑器，新建一个项目，命名为	RecordDesktop

3.	 在工具菜单栏中，选择并点击“智能录制”，打开录制器窗口

4.	 在录制器中，点击“智能录制”，此时，开始录制自动化流程

5.	 找到记事本，点击主窗口，会弹出一个窗口

6.	 输入一段自定义的文本，然后点击“确定”，该段文本将会显示在记事本中	</br>	例如：你好！欢迎使用云扩	RPA	编辑
器！

7.	 在“编辑”菜单上，选择“时间/日期”，在该段文本内容后添加当前时间

8.	 按下	ESC，结束录制，点击录制器的“保存&退出”，将录制的流程保存到编辑区域中

9.	 录制好的流程将会自动包含在序列中，具体流程如下所示：

项目设置

128



在运行面板中，点击“运行”，将会自动回放录制的步骤。

项目设置

129



步骤	1：下载安装包
手机自动化需要在	Windows	系统上安装以下几个软件：

1.	 移动端服务包：移动端服务包是一个服务管理器，用于驱动	IOS	、	Android	和	Windows	应用程序。

根据不同的平台类型下载对应的安装包：

Android（Encoo.Android.Automation）下载地址：在	云扩	RPA	控制台（企业版）	的	首页	中下载最新版本	Android
服务包。
IOS（Encoo.IOS.Automation）下载地址：在	云扩	RPA	控制台（企业版）	的	首页	中下载最新版本	IOS	服务包。

2.	 云扩	RPA	编辑器：云扩	RPA	编辑器（Encoo	Studio）是基于	Windows	Workflow	开发的图形化的流程编辑器，可以用来创
作各种不同的业务流程，创作好的流程可以上传到控制台或交给机器人执行。

云扩	RPA	编辑器（企业版）下载地址：在	云扩	RPA	控制台（企业版）	的	首页	中下载最新版本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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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连接手机
在开发手机客户端软件的时候，通常会使用模拟器和真机两种方式来对	APP	进行调试，在这里两种方法都会介绍，实际操作
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选择。

注意：

如	PC	端已打开“360	安全助手”等安全软件，请在服务前关闭此类软件。

Android

前提条件

添加	ADB	环境变量。

说明：	ADB	是	Google	官方提供的	Android	调试工具。

创建	adb	系统环境变量（adb	系统环境变量地址根据移动端服务包	Encoo.Android.Automation.zip	的解压文件路径进行配置）
并添加至	Path	中，格式：“(PC	文件路径)\Encoo.Android.Automation\airtest\core\android\static\adb\windows”，其中括号内内容
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其余部分不变。例如：	D:\workspace\Encoo\Encoo.Android.Automation\airtest\core\android\static\adb\windows	

说明：

若系统环境变量中已存在其它	ADB	环境变量的配置（如，模拟器），需删除对应	ADB	环境变量的配置。
若每次更新安卓服务包时，服务路径会发生改变，需重新配置	ADB	环境变量。

方式一：Android	模拟器

安卓模拟器	是可以在个人计算机运行并模拟安卓手机系统的模拟器，并能安装、使用、卸载安卓应用的软件，利用安卓模拟
器，用户即使没有手机硬件设备，也可以在模拟器中使用移动应用程序。

1.	 目前测试或者使用	APP	的模拟器有很多种，比如	MuMu	、逍遥、夜神模拟器等，根据自己需求在	PC	端下载并安装安
卓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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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手机类似，需要打开模拟器的	开发者选项-允许	USB	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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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主流模拟器，可参考下表：

|	序号	|	模拟器名称	|	ADB	连接代码	|	|	--------	|	--------------	|	---------------------------	|	|	1	|	网易	mumu	|	adb	connect	127.0.0.1:
7555	|	|	2	|	夜神	|	adb	connect	127.0.0.1:	62001	|	|	3	|	逍遥	|	adb	connect	127.0.0.1:	21503	|	|	4	|	iTools	|	adb	connect	127.0.0.1:	54001
|	|	5	|	天天	|	adb	connect	127.0.0.1:	6555	|	|	6	|	海马玩	|	adb	connect	127.0.0.1:	26744	|	|	7	|	BlueStacks	|	adb	connect	127.0.0.1:	5555	|

3.	 在	PC	端的	命令行提示符	界面中，通过模拟器对应的	ADB	连接代码连接	Android	终端设备与	PC	端。

方式二：Android	真机	USB	连接

目前支持的手机系统版本为	Android	4.4	至	Android	10	，其中基于	Android	9	和	Android	10	的	MIUI	11	和	MIUI	12	系统除外。

1.	 Android	真机通过	USB	数据线与	PC	端进行连接。
2.	 开启开发者模式

每个手机开启开发者模式的方式可能存在差异，如果不知道如何开启自己手机的开发者模式，可以在百度搜索	"xxx	型号
手机如何开启开发者模式"。

说明：

在开启开发者模式之后，需要将	开发者选项	中的	USB	调试	勾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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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手机需要打开”允许模拟位置”、”允许通过	USB	安装应用”。
3.	 连接电脑

在连接电脑时，可能需要安装手机的驱动程序，这样电脑才可以识别打开手机。

说明：	一般情况下数据线连接	PC	端	USB	接口时，会自动安装手机驱动，除非	PC	端弹出“安装驱动失败”等提示
才需手动安装。

4.	 连接测试

在	PC	端的	命令行提示符	界面中，输入		adb	devices		命令，连接成功示例如下:

说明：

如果未能连接成功，如下几点可参考：

若提示	adb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请检查是否配置了	adb	的系统环境变量。
如果看不到	设备号	device	这一行，需要检查电脑上是否已经安装了该款手机的对应官方驱动软件	，如果尚未
安装驱动则检测不到手机，请自行查阅手机品牌官网，下载官方驱动进行安装。
建议尽量使用机箱背面的	USB	接口，主机正面的	USB	接口可能稳定性较差。
手机上需要将	开发者选项	开启，并开启	USB	调试	选项，并且在接入电脑时，选择	允许该	PC	对设备进行调
试，否则手机状态为	unauthorized	是无法连接的。
需要确认电脑上所有手机助手类型的软件均已关闭，且	adb	进程都已完全退出（大部分手机助手都需要手动
在任务管理器里终止进程）。

IOS

Xcode	是运行在操作系统	Mac	OS	X	上的集成开发工具（IDE）,	自带各个型号的	iphone/ipad/iwatch	itv	的模拟器，该模拟器用
于开发调试，并不能安装	App	Store	上的	App	。

在	Mac	电脑	上进行如下操作：

说明：

Mac	电脑与手机连接时：建议手机的	锁定屏幕(手机设置-显示与亮度-自动锁定)设置为	永不，防止录制或回放过程中
手机锁屏导致操作失败。

1.	 下载开发调试工具	xcode	11.1	版本。

下载链接：	https://developer.apple.com/download/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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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若手机系统版本为	iOS	13.0	以上（暂不支持	iOS	14.0	及以上系统），需要将手机所对应版本的调试包解压后
的文件放入/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iPhoneOS.platform/DeviceSupport	路径内，并
重启	Xcode。
各版本调试包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9x8-wE0UIsA7GLWdLrMkw		密码：	refx	

2.	 安装依赖

在	Mac	PC	终端中进行如下安装操作：

a.	安装	brew

brew	是	MacOS	上的包管理工具，可以简化	macOS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上软件的安装。

step1：输入安装命令：

	/usr/bin/ruby	-e	"$(curl	-fsSL	https://hellogithub.cn-bj.ufileos.com/file/brew_install.sh)"

或

	/usr/bin/zsh	-c	"$(curl	-fsSL	https://gitee.com/cunkai/HomebrewCN/raw/master/Homebrew.sh)"

step2：验证是否安装成功。

	brew	--version

说明：

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如下问题，供参考：

问题	1：Homebrew	安装报错		curl	:	(7)	Failed	to	connect	to	raw.githubusercontent.com	port	443:	Operation		解
决参考：	https://www.jianshu.com/p/dea776e7effb		或		https://blog.csdn.net/heroacool/article/details/102844367	
问题	2：	/usr/bin/zs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参考:		brew	install	zsh
https://www.cnblogs.com/mafeng/p/10569559.html	

问题	3：brew	安装超时，速度慢	解决参考:		https://www.jianshu.com/p/6b486e12454f	

b.	brew	install	usbmuxd

说明：

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如下问题，供参考：

问题	1：local	权限问题	解决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tinys-top/p/12299663.html	

c.	brew	install	libimobile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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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rew	install	ideviceinstaller

3.	 获取真机	UDID

UDID（Unique	Device	Identifier	）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40	个字符串的序号，用来区别每一个唯一的	iOS	设备，包括
iPhones,	iPads,	以及	iPod	Touches。

在	Xcode	工具中，	选择	Window	-	Devices	里查看设备的	identifier	，复制粘贴，联系开发人员（云扩的开发人员）进行配
置可调试证书。

说明：

Xcode	自带模拟器界面如下图所示。

4.	 将配置完的证书下载至	Xcode	工具中

	a.	打开	Xcode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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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打开	Xcode	首选项	>	Accounts，点击界面左下角的“+”，输入	Apple	ID	中的账号（开发者）和密码后保存。

c.	选择已配置的证书后，单击	Download	Manual	Profiles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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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自动化服务配置

Android

连接服务

1.	 解压已下载的移动端服务包	Encoo.Android.Automation.zip。

说明：

需要确保解压路径中不可包含中文字符。

2.	 在解压完成的文件夹中，双击	Encoo.Android.Automation.exe	应用程序。

3.	 在弹出的	云扩	Android	服务管理器	窗口中，单击	连接服务。

4.	 服务连接成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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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APP	应用（首次）

在解压完成的文件夹下的	apk	文件夹中，有以下三个手机应用安装包。

说明：

“pocoservice-debug”和“Yosemite”由系统默认自主安装，用户无需手动安装。
“SmsObserver”为“获取短信验证码”组件使用，用户按需安装。

序号 安装包 说明

1 pocoservice-debug 用于显示手机页面元素控件信息。

2 SmsObserver

配合	获取短信验证码	组件一起使用,	用于获取短信验证码。
说明：	
-	此应用支持	Android	6.0	及以上版本。
-	"读取短信内容"	权限需设置为“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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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osemite 测试时默认使用的输入法，测试后可手动修改输入法。

IOS

连接服务

在	Mac	电脑	上进行如下操作：

1.	 解压已下载的移动端服务包	Encoo.IOS.Automation.zip。

说明：

需要确保解压路径中不可包含中文字符。

2.	 在解压完成的文件夹中，双击	EncooIOSAutomation	应用程序。

说明：

首次运行该应用时，可能需要在	Mac	的	"设置	>	安全性与隐私"	中打开“允许”开关。
若双击该应用时，显示“文件已损坏”，可参考	解决办法。

3.	 在弹出的	云扩	iOS	服务管理器	窗口中，单击	连接服务。

说明：	启动服务后连接手机，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供参考：

问题	1：xcode-select:	error:	tool	‘instruments’requires	Xcode	或者	IDE	显示连接时会有相关日志状态输出。	
解决参考：	
-	查看安装	Xcode	的路径（找到	Xcode，直接拖到终端可查看路径）	
-	执行命令	sudo	xcode-select	--switch	终端中显示的	Xcode	的路径/Contents/Developer/

问题	2：IDE	连接不上手机。	
解决参考：需要检查/usr/bin	文件夹下是否已经安装了	python，若有则需要先卸载掉原先的	python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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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云扩	RPA	移动设备管理

前提条件

在	Windows	系统的	PC	端，已安装最新版本的编辑器。
移动终端设备已与	PC	端进行连接。
在	PC	端已进行自动化服务配置。

操作步骤

如下操作，不论	Android	还是	IOS	手机设备，均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PC	端进行。

1.	 创建或打开一个项目，选择并单击菜单栏中的“工具	>	移动设备管理器”。

2.	 添加设备，在弹出的	移动设备管理器	中按平台类型进行查找并添加设备。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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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初次连接设备时，需要添加设备并连接。

3.	 移动设备添加完成且连接成功之后，会在	移动设备管理器	面板中出现模拟器或真机的画面。</br>	可以通过鼠标在手机
屏幕中进行简单的操作，如，点击、滑动等等。

真机界面：

模拟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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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手机自动化操作
与	PC	端界面自动化一样，云扩	RPA	针对手机自动化也提供了一些手机自动化	组件，这些组件可以获取到手机上的元素。

说明：

如下操作，不论	Android	还是	IOS	手机设备，均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PC	端进行。

操作示例
以关闭手机移动数据开关为例，进行介绍。

1.	 拖动一个	连接设备	组件至流程中。

2.	 在	移动设备管理器	面板中，单击”复制设备信息“选项。

3.	 双击流程界面中的	连接设备	组件，单击”一键填充“，自动填充连接设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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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移动设备管理器“面板中，单击右侧”智能录制器“中的”录制“按钮进行录制。

说明：

智能录制器的操作，请参见	智能录制。

5.	 录制完成的流程，单击“保存”按钮后，自动形成一个序列至“连接设备”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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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运行面板中	的“运行”按钮，运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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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运行中的流程会单独弹出一个手机界面,	进行模拟人工操作手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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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调试	是一个强大的功能，它主要是在将编辑好的自动化项目投入实际使用之前，通过手动或自动的方式进行测试，识别并修
正项目中会导致其运行失败的错误的过程，这是保证自动化项目正确性的一个重要步骤。

你可以使用运行面板下的多个调试操作来执行调试，还可以通过其他相关面板来查看调试的具体过程。

调试操作
你可以通过运行面板的“调试”按钮启动调试，也可以通过	F5	快捷键启动调试。

注意：

仅当自动化项目中无错误时，调试才会启动。

继续

当启动调试后，整个流程将会运行到第一个断点处暂停，此时，你可以选择“继续”，以继续运行到下一个断点处，暂停调
试。

通过“F5”快捷键可以使用“继续”操作。

暂停

当你处于调试过程中时，你可以选择“暂停”在任意时刻暂停调试过程。

通过“F5”快捷键可以使用“暂停”操作。

停止

当你处于调试过程中时，你可以选择“停止”来终止你的调试过程。

通过“Shift+F5”快捷键可以使用“停止”操作。

单步执行

使用“单步执行”进行调试，将逐步执行流程，一次调试一个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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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F11”快捷键可以使用“单步执行”操作。

单步跳过

使用“单步跳过”进行调试时，不会打开当前容器类组件，而是直接调试下一个组件。此选项可跳过你不感兴趣的流程块，这
样可以快速转到更感兴趣的流程块。

通过“F10”快捷键可以使用“单步跳出”操作。

单步跳出

使用“单步跳出”进行调试时，会跳出当前容器类组件，并暂停调试。在暂停调试之前，会完成当前容器内的组件的执行。

通过“Shift+F11”快捷键可以使用“单步跳过”操作。

设置断点进行调试

在编辑器里，可以设置断点。而在调试过程中，遇到断点，调试将会自动暂停下来。

插入和删除断点

选中某一组件，右击打开菜单，选择	断点->	插入断点	可插入断点；选择	断点->	删除断点	可删除该断点

选中某一组件，使用“F9”快捷键插入断点；再次使用“F9”将删除该断点

插入断点后，该组件的左上角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圆点。

调试时，执行将在断点处暂停，设置断点的组件将高亮显示。

禁用和启用断点

当插入断点后，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禁用或重新启用该断点：

1.	 选中某一组件，右击打开菜单，选择	断点->	禁用断点	可禁用断点；选择	断点->	启用断点	可重新启用该断点
2.	 选中某一组件，使用“Ctrl+F9”快捷键禁用断点；再次使用“Ctrl+F9”快捷键将重新启用该断点

禁用断点后，该组件右上角的红色圆点变为空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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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调试

调试单个文件

当自动化项目比较复杂，而每一次调试或运行都耗费巨大的时间和人力，此时便可以使用	调试/运行文件，来将一个大型的项
目拆分，分别进行调试或运行。这样，便可以更快的对项目的正确性进行判断，更快完成项目的校验。

你可以使用项目面板的右键菜单或快捷键（F6/Ctrl+F6）来进行调试或运行文件。	

当当前所选中的流程文件包含参数，点击“调试/运行文件”，将会弹出一个设置流程参数的窗口，你可以选择设置不一样的参
数值来进行校验，也可以使用默认值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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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设置流程参数窗口仅支持更改输入方向的参数的值。
当参数类型为		Encoo.DataType.FilePath		或		Encoo.DataType.FolderPath		时，可单击如上图所示的图标，打开并输入文
件或文件夹的路径。

调试单个组件
在自动化项目实施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已定位到某个组件有报错异常，但无法更准确地定位到该组件的具体某一步骤错误，
此时可在流程中选择该组件，在右键菜单中选择“组件调试”，进行调试选中的单个组件。

说明：

当使用上下文菜单中的“组件调试”功能时，支持设置变量或参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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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前所选组件包含变量或参数时，将弹框显示该组件的作用域的变量和参数，（可选）设置弹框中的变量或参数后，单
击“确定”按钮后，将开始调试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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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定组件开始调试

在编辑器里，如果流程中有多个组件，需要指定从某一个组件开始调试，则可以在编辑区域中选中需要开始调试的组件，在
右键快捷菜单中选择	从此组件调试	选项,	将从选定的该组件开始进行调试流程。

说明：

当使用上下文菜单中的“从此组件调试”功能时，支持设置变量或参数的值。

项目设置

156



项目设置

157



变量面板
变量面板	主要用于展示用户定义的变量以及组件属性值，具体如下：

全局变量
上一个组件的输入/输出属性

该面板仅在调试过程中可见。变量面板的变量及属性可以展开/收起，这个对复杂类型的变量展示很有用。

使用该面板，我们可以清楚地查看到每一个变量在当前组件的类型和值。在流程运行到断点处暂停时，开始进行下一步调
试，此时需要特别注意观察流程运行的每一步的数据是否为正确的数据，来判断流程是否正确执行。</br>	如果流程运行时，
数据出错或并未进入我们预先设置的断点处，此时根据错误信息和运行逻辑重新判断流程出错的位置，重新设置断点，最终
将流程不断细化找到流程的错误位置。

针对属性的值，当值的长度超过限制时，将会被截断，而不会全部显示出来。</br>	此时，鼠标悬浮在值所在的区域，并点
击，将会打开“查看值”浮窗，通过右下角拖拽更改浮窗大小以显示完整的值信息。</br>	如果你需要将值信息复制出来，只需
要点击“查看值”浮窗右上角的复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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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自动化项目
发布自动化项目	允许你将编辑成功的自动化项目进行发布及存储，以便后续机器人执行或共享流程。

自动化项目发布到控制台后，将存储在流程包管理页面，以便分配给指定机器人执行。而发布到流程市场后，将存储在指定
的流程市场中，以便实现共享。

如果想要将自动化项目直接交付给机器人进行执行，可以通过发布到机器人，将自动化项目发送到对应机器人。

要实现发布流程，从工具栏->	发布中选择你想要发布的位置，然后点击它。

发布流程
1.	 创建一个自动化项目。项目示例参看	创建流程项目
2.	 在工具栏->	发布选择发布的位置：

发布到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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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资源组	部分，可以选择需要将项目发布到哪个资源组中。

b.	流程包名称	默认情况下为项目名称，可进行更改。

c.	在	版本号	部分，可以查看项目的	当前版本号，然后根据需要添加	最新版本号。若更改版本号信息，需注意的是
最新版本号要大于当前版本号。

d.	(可选)备注	部分主要输入与当前自动化项目有关的版本及其他信息的相关介绍。请注意，备注的内容不可超过
220	个字符。

f.	在“包含依赖项”部分，勾选后，发布项目时项目的依赖项将会包含到流程包中，不勾选，则表示依赖项不包含在
流程包中。

发布到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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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机器人	部分，显示的是当前系统中已激活的机器人名称。

b.	流程包名称	默认情况下为项目名称，可进行更改。

c.	在	版本号	部分，可以查看项目的	当前版本号，然后根据需要添加	最新版本号。若更改版本号信息，需注意的是
最新版本号要大于当前版本号。

d.	(可选)备注	部分主要输入与当前自动化项目有关的版本及其他信息的相关介绍。请注意，备注的内容不可超过
200	个字符。

f.	在“包含依赖项”部分，勾选后，发布项目时项目的依赖项将会包含到流程包中，不勾选，则表示依赖项不包含在
流程包中。

发布到流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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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流程市场	部分，可以选择需要将项目发布到哪个流程市场中。请注意，首次发布需通过	管理市场	配置你的市
场，具体步骤请参考	管理市场。

b.	流程包名称	默认情况下为项目名称，可进行更改。

c.	在	版本号	部分，可以查看项目的	当前版本号，然后根据需要添加	最新版本号。若更改版本号信息，需注意的是
最新版本号要大于当前版本号。

d.	(可选)图标	主要用于对当前发布的流程进行标识。

e.	描述	部分主要输入对当前自动化项目的功能等相关介绍。请注意，描述的内容不可超过	200	个字符。

f.	(可选)标签	用于定义当前流程。

g.	在“包含依赖项”部分，勾选后，发布项目时项目的依赖项将会包含到流程包中，不勾选，则表示依赖项不包含在
流程包中。

3.	 点击“发布”，该项目将会发布到指定位置。

4.	 发布成功后，在页面右下角提示：

发布成功的项目名称
该项目的版本号

发布自动化项目

163



发布自动化项目

164



版本控制
版本控制面板	用于记录项目中文件内容的变化，以便将来查看指定版本的修订情况。

启用版本控制功能

当前项目未启用版本控制功能时，单击“启用”，开启版本控制功能，并进行初始化。

查看更改文件列表

更改文件列表	展示了当前项目中存在更改的文件及数量。

说明：

若当前项目中存在文件更改，则分别以不同状态的图标显示添加、修改、删除操作。

提交更改文件列表

通过对当前项目中的文件进行操作，可以完成暂存和放弃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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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更改上方输入提交信息，然后单击“提交”按钮，进行提交所有更改。

操作更改文件列表

右击文件列表，在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对应菜单项，可对更改的文件进行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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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打开指定文件，并在右侧页面展示。	

放弃修改：撤回当前文件的更改，恢复到更改前的状态。	

与未修改的版本比较：将当前修改的文件与修改前的文件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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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历史：显示当前所选文件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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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	扩展
在编辑器或机器人中，你可以通过安装	Chrome	扩展来进行浏览器的自动化。

注意：

Chrome	版本最低为	60。
在安装该扩展前，可能会要求你关闭	Google	Chrome，因此请务必将处理中的相关任务进行保存。

安装
1.	 在编辑器的	工具	>	扩展	下你可以看到你需要安装的	Chrome	扩展。

说明：

在机器人中，Chrome	扩展的路径为	设置	>	扩展	下。

2.	 单击“Chrome	扩展”，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3.	 打开	Chrome	浏览器，点击侧面导航栏的“更多工具	>	扩展程序”。

Chrome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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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打开的	chrome://extensions/	页面中，找到“云扩录制器”扩展。

5.	 点击该扩展右下角的启用按钮。

Chrome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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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ox	扩展
在编辑器或机器人中，你可以通过安装	Firefox	扩展	来进行浏览器的自动化。

注意：

Firefox	版本最低为	56。
在安装该扩展前，可能会要求你关闭	Firefox，因此请务必将处理中的相关任务进行保存。

安装
1.	 在编辑器的	工具	>	扩展	下你可以看到你需要安装的	Firefox	扩展。

说明：

在机器人中，Chrome	扩展的路径为	设置	>	扩展	下。

2.	 单击“Firefox	扩展”,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3.	 打开	Firefox	浏览器，点击添加扩展弹窗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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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窗中点击“好的，明白了”。

5.	 点击侧边导航栏中的“附加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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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开“附加组件管理器”，可看到扩展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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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扩展
Java	扩展	适用于	Java1.6	及以上应用程序的自动化。

说明：

对于使用	Java	9+	JRE	打开的应用程序：

在	Java	9	之前，JRE	会包含	attach	模块，Java	扩展依赖其对	Java	程序进行自动化。
对于	Java	9+，attach	模块仅包含在	JDK	中，所以对于使用	JRE9+打开的程序，需要手动在	JRE	目录下添加此模
块。

从编辑器安装

1.	 关闭所有	Java	应用，	点击编辑器左侧工具栏上“工具”图标。
2.	 选择“扩展	>	Java	扩展”后，将会弹出确认窗口。
3.	 点击”确定“后，会以管理员权限启动	Java	扩展安装程序，点击用户账户控制窗口上的“是”，开始安装。
4.	 安装成功后，会提示	Java	扩展安装成功的消息。

说明：

当您尝试录制未安装	Java	插件且无法自动注入的应用时，编辑器也会引导您安装	Java	插件。此时	Java	插件只会安
装到当前录制的应用程序的	JRE	中。

使用命令行安装

1.	 关闭所有	Java	应用，	找到	Studio	安装目录下	JavaSupport	文件夹下的扩展安装程序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说明：

针对不同版本的安装目录，可参考如下：

1.1.2009.X	之前的版本的安装目录：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Encoo\Encoo	Studio\IDE\JavaSupport	，其中
	UserName		为实际用户名。
1.1.2009.X	及之后的版本的安装目录：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Encoo	Studio\app-
x.x.xxxx.xx\Extensions\Java，其中	UserName	为实际用户名。

2.	 以管理员权限打开命令行，切换到对应版本的安装目录路径，如，		cd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Encoo	Studio\app-
x.x.xxxx.xx\Extensions\Java	

3.	 执行安装命令：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install	-a	

手动安装
除了自动安装，我们依旧支持手动安装，以应对自动安装不工作的情况。

1.	 找到编辑器或机器人安装目录下的JavaSupport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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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1.2009.X及之后的版本为安装目录下的Extensions\Java文件夹。

2.	 针对编辑器1.1.2009.X及之后的版本，将JavaSupport文件夹中accessibility.properties复制到runtime的\lib目录下，将
JavaSupport文件夹中BotTimeJavaBridge.jar复制到runtime的\lib\ext目录下，然后将	BotTimeJavaBridge-

*.dll	和	BotTimeJAWTBridge-*.dll	复制到	runtime的\bin\	目录下。（视runtime为32或64位复制相应后缀的dll）

|扩展文件|目标路径|	|---|---|	|BotTimeJavaBridge-32/64.dll|%JAVAHOME%\bin|	|BotTimeJAWTBridge-
32/64.dll|%JAVAHOME%\bin|	|accessibility.properties|%JAVAHOME%\lib|	|BotTimeJavaBridge.jar|%JAVAHOME%\lib\ext|
|jaccess.jar|%JAVAHOME%\lib\ext|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工具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是用于在计算机上自动部署Java扩展的应用程序。它支持全盘扫描或者在特定目录安装/卸载Java
插件。

注意：

建议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以避免安装过程中出现的权限问题。
安装或卸载之前建议关闭Java应用程序，以避免出现文件占用的问题。

安装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install	-a，全盘扫描JRE并安装Java插件，此操作可能比较慢。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install	-d，扫描默认位置(Program	Files	&&	Program	Files	(x86))的公用JRE并安装Java插件。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install	-p	"specified	path"，向特定的路径安装Java插件，路径可以是java.exe或者javaw.exe的
路径或所在目录。

卸载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uninstall	-a，全盘扫描JRE并卸载已安装的Java插件，此操作比较耗时。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uninstall	-d，扫描默认位置(Program	Files	&&	Program	Files	(x86))的公用JRE并卸载已安装的
Java插件。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uninstall	-p	"specified	path"，卸载特定的路径下已安装的Java插件，路径可以是java.exe或者
javaw.exe的路径或所在目录。

常见问题

1.	 提示“找不到32位/64位的Java运行环境”

Encoo找不到公共Java运行环境初始化Java扩展，需要按提示安装32位或64位的JRE。可以到以下地址下载对应版本的
Java：https://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re8-downloads-2133155.html

a）点击	Accept	License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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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Encoo提示点击下载32位或64位的Java（x86为32位，x64为64位）

2.	 对于Java	Applet应用或无法attach的应用，需要手动安装Java扩展到runtime目录

a)	找到Studio或Robot安装目录下的JavaSupport文件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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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在1.1.2010.17及以后的版本为安装目录下的Extensions\Java文件夹。

b)	针对机器人在1.1.2010.17及以后的版本,将JavaSupport文件夹中accessibility.properties复制到runtime的\lib目录下，将
JavaSupport文件夹中BotTimeJavaBridge.jar复制到runtime的\lib\ext目录下，	然后将	BotTimeJavaBridge-

*.dll	和	BotTimeJAWTBridge-*.dll	复制到runtime的\bin\目录下。（视runtime为32或64位复制相应后缀的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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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安全浏览器扩展
在编辑器中，你可以通过安装	360	安全浏览器扩展	来进行	360	安全浏览器的自动化。

注意:

360	安全浏览器（极速模式）版本最低为	10。
在你安装该扩展前，可能会要求你关闭	360	安全浏览器，因此请务必将处理中的相关任务进行保存。

安装
1.	 在编辑器的	工具	>	扩展	下你可以看到你需要安装的	360	安全浏览器扩展。

2.	 单击“360	安全浏览器扩展”，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3.	 360	安全浏览器自动被打开，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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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看到下图图标后，表示安装完成。

手动添加

当	360	安全浏览器没有自动打开或没有弹出“添加云扩录制器”的弹窗时，需要手动添加	360	安全浏览器扩展。

1.	 手动打开	360	安全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se://plugin-manager/
2.	 找到	云扩录制器	扩展，并点击	启用。

调整设置
由于	360	安全浏览器的初始设置较为复杂，弹出的广告及提示窗口过多，极有可能对网页自动化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在安
装	360	安全浏览器之后需要检查并调整相关的配置，请参考以下步骤。

1.	 点击右上角的打开菜单按钮，之后点击设置键，之后会进入	360	安全浏览器的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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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设置界面中根据以下图片中提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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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消勾选“显示侧边栏”选项，如下图所示。

4.	 取消勾选“在系统托盘区显示图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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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消勾选相关广告信息，如下图所示。

说明：

360	安全浏览器弹出广告较多，执行项目时请注意相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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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Edge	扩展
在编辑器或机器人中，你可以通过安装	Microsoft	Edge	扩展	来进行浏览器的自动化。

注意：

在安装该扩展前，可能会要求你关闭	Microsoft	Edge，因此请务必将处理中的相关任务进行保存。

安装
1.	 在编辑器的	工具	>	扩展	下你可以看到你需要安装的	Microsoft	Edge	扩展。

说明：

在机器人中，Chrome	扩展的路径为	设置	>	扩展	下。

2.	 点击“Microsoft	Edge	扩展”按钮。显示安装对话框，点击“确定“。

3.	 打开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点击侧面导航栏下的	扩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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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edge://extensions/	页面中，找到“云扩录制器”扩展。

5.	 点击该扩展右下角的“启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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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

案例介绍

有些	RPA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的触发，需要设置定时任务，在每天相同的时间里以不同的频次执行业务流程操作。如果机器人
在启动的时候，电脑是锁屏状态，那么就会造成流程执行报错。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现提供可使	RPA	机器人进行防锁屏运行的功能。

案例实现
编辑器或机器人在运行	锁屏	或	解锁	组件之前，需以	管理员身份	安装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以实现在	Windows	中自动化
软件界面的操作。

1.	 安装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	</br>

a.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编辑器	或	机器人	应用。</br>	b.	单击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进行安装。</br>

说明：

编辑器中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的入口：开始主页	>	工具。
机器人中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的入口：设置	>	扩展。

2.	 锁屏	</br>	在流程中，需要执行锁屏的地方，拖入锁屏组件并设置其属性，以实现代替人工手动按下“Win+L”键后，但流
程仍然在锁屏状态下运行。

3.	 解锁	</br>	在流程中，需要执行解锁的地方，拖入解锁组件并设置其属性，以实现代替人工手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自动
解锁电脑屏幕。

常见问题
1.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支持安装在哪些操作系统中？	</br>	目前支持的操作系统有	Windows	7、Windows	10、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Server	2016、Windows	Server	2019。
2.	 如何卸载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	</br>	步骤	1：卸载程序入口：卸载程序	</br>	步骤	2：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卸载

成功如下图所示。</br>	

	</br>

3.	 在	Windows	10	系统中通过电子邮件在线帐号登录时，解锁组件中填写的用户名属性无效	</br>	在解锁组件的“用户名”属
性中填写在	"C:\Users"	目录下生成的以电子邮件在线帐号为名的文件夹名称。

4.	 域用户登录时，在解锁组件中填写的用户名属性无效	</br>	如果是域用户登录时，需要在解锁组件的用户名属性中填写
{域名称\用户名称}，如：EncooFrank\Administrator

5.	 企业版或	Server	版的操作系统锁屏后，在屏幕上出现了“按	Ctrl+Alt+Delete	解锁。”字样，是不支持自动解锁屏幕么？
</br>	支持自动解锁屏幕，前提是需要在“控制面板	>	系统与安全	>	管理工具	>	本地策略”下找到“交互式登录：无需按
Ctrl+Alt+Del”这一项，勾选“已启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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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x扩展（企业版）

关于	Citrix	技术自动化

Citrix	广义上指	Citrix	Desktop	和	Citrix	App	两种虚拟化资源交付方式。

云扩	RPA	为提高自动化能力，已支持	Citrix	。用户只需在本地客户端安装	Encoo	Citrix	扩展及远程服务端（Citrix	Desktop	或
Citrix	Apps）安装	Encoo	Remote	Runtime	后，像使用本地客户端一样，可以操作	Citrix	远程服务端的界面元素（如，“单
击”、“输入文本”、“获取文本”等等界面自动化操作），使您在	Citrix	Desktop	或	Citrix	App上得到和原生自动化方式一样的体
验，而无需使用图像识别等自动化技术。

支持的功能如下：	安装Encoo	Citrix	扩展程序和	Encoo	Remote	Runtime	后，可执行以下操作：

为	Citrix	Apps	和	Desktops	中的用户界面元素生成选择器。
可以使用界面自动化组件。
对使用	Citrix	Apps	打开的浏览器执行自动化。

安装配置步骤

前提条件

在本地计算机上安装	Citrix	客户端（即，Citrix	Receiver	或	Citrix	Workspace）。

配置本地客户端

Citrix	扩展安装在本地计算机上，以使	Encoo	Studio/Robot	以原生的方式自动化	Citrix	相关的应用程序。

1.	 在编辑器中的“开始	>	工具”页中，获取本地端	Encoo	Citrix	扩展。
2.	 单击Citrix	扩展，根据安装向导进行安装。	

配置远程服务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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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o	Remote	Runtime为运行在	Citrix	服务器上的组件，可以使Citrix	远程桌面或远程应用程序与	Citrix	本地扩展进行通信，从
而可以在本地产生选择器并执行自动化操作。

1.	 在控制台中的“首页	>	安装包下载”中，获取远程服务端	Encoo	Remote	Runtime	安装包。
2.	 在需要自动化的	Citrix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安装	Encoo	Remote	Runtime	安装包。
3.	 （可选）当您需要在远程机器上自动化浏览器或者	Java	应用程序时，需要在服务器上安装对应的扩展，以取得更好的自

动化支持。

Web	扩展安装

a.	找到	Remote	Runtime	安装目录下的	Web	扩展安装程序(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路径为："C:\Program	Files
(x86)\EncooRemoteRuntime\app-XXXXXX\packages\XXXXXX\Extensions\Web\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	b.	打开
命令行，执行命令	cd	C:\Program	Files	(x86)\EncooRemoteRuntime\app-XXXXXX\packages\XXXXXX\Extensions\Web\	，切换到安
装程序所在目录。	c.	根据需要安装的浏览器扩展，执行以下命令执行安装：

Chrome	浏览器		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	-install	-t	Chrome	-l	zh-CN	
FireFox	浏览器		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	-install	-t	FireFox	-l	zh-CN	
Web	360浏览器		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	-install	-t	Web360	-l	zh-CN	

Microsoft	Edge浏览器		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	-install	-t	Edge	-l	zh-CN	

Java	扩展安装	a.	找到	RemoteRuntime	安装目录下的	Java	扩展安装程序(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路径
为："C:\Program	Files	(x86)\EncooRemoteRuntime\app-
XXXXXX\packages\XXXXXX\Extensions\Java\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b.	以管理员权限打开命令行，执行命令
	cd	C:\Program	Files	(x86)\EncooRemoteRuntime\app-XXXXXX\packages\XXXXXX\Extensions\Java\	，切换到安装程序所在目录	c.
执行以下命令执行安装：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install	-a	

重新启动组件的	Citrix	会话

安装	Encoo	Remote	Runtime	和	Encoo	Citrix	扩展程序后，需重新启动	Citrix	组件会话，更改才会生效。

1.	 右键单击	Citrix	Receiver	托盘图标，然后单击“连接中心”。

2.	 在弹出的“Citrix	连接中心”窗口中，选择组件会话，然后单击“注销”按钮。

说明：

需为所有组件会话执行此操作。

3.	 单击“关闭”按钮，确认所有更改并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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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Citrix

卸载本地客户端	Encoo	Citrix	扩展	将本地计算机上，该路径	C:\Program	Files	(x86)\Citrix\ICA	Client\	下
的	EncooRemotePluginCitrix.dll	文件手动删除即可。

卸载远程服务端	Encoo	Remote	Runtime	程序	在控制面板中与正常卸载程序一样，卸载	Encoo	Remote	Runtime	程序	即可。

Citrix	操作示例
为了展示	Citrix	技术自动化的工作方式，创建一个简单的自动化流程，该流程用于从浏览器中抓取网页数据后，保存到记事
本中并修改字体。

1.	 在本地客户端的编辑器中搭建一个获取远程服务端网页中的结构化数据的流程保存至远程服务端的记事本中并修改字体
样式。	

2.	 保存并运行流程，查看运行结果。	

常见问题
1.	 Q：安装	Encoo	Remote	Runtime	程序后为何无法进行	Citrix	自动化操作？	A：

Encoo	Remote	Runtime	程序需与本地客户端使用的自动化组件版本相对应，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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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地客户端使用的自动化组件版本在项目面板中的依赖项查看。
远程服务端使用的	Encoo	Remote	Runtime	程序版本在下载安装包时可查看。

若编辑器或机器人升级后，Encoo	Remote	Runtime	程序也需升级至对应的版本，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2.	 Q：为何设置了	Citrix	的“首选项	>	显示”后，Web	元素指定元素时的定位发生偏移，桌面元素在窗口滚动后验证仍会高

亮显示在原位置？	A：	当前	Encoo	Remote	Runtime	仅支持工作在“最佳分辨率”之上，遇到此现象时，需在	Citrix	的“首选
项	>	显示”中设置"最佳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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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DB2扩展
安装IBM	DB2扩展来进行IBM	DB2数据库的自动化。

说明：

安装好	IBM	DB2	扩展后，配合“连接数据库”组件进行使用。

安装
1.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编辑器或机器人，在编辑器的“开始	>	工具	>	扩展”或机器人的“设置	>	扩展”中找到“IBM	DB2扩展”。
2.	 单击“IBM	DB2扩展”图标。
3.	 在弹出的“安装EBM	DB2扩展”提示框中，单击“确定”按钮，进行安装。	

4.	 安装正常，则提示安装成功。	

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安装。

卸载
1.	 找到编辑器或机器人的安装路径。

说明：

编辑器的默认安装路径为	%UserProfile%\AppData\Local\Encoo	Studio	。
机器人的默认安装路径为	%UserProfile%\AppData\Local\Encoo	Stud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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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该安装路径下的类似	app-x.x.20xx.xx	文件夹中找到如下文件夹和文件进行手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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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远程桌面扩展（企业版）
安装	Windows	远程桌面扩展，以自动化远程桌面。

关于原生	RDP	自动化

远程桌面协议（RDP）是一种通过网络连接到其他计算机的常用方法。借助原生	RDP	自动化，您可以像在自己的计算机上一
样生成选择器，并可在网络中的其他计算机上执行这些选择器的操作，而不必为其安装	RPA。如此一来，您便可轻松使用全
部	"界面自动化"	组件，并从中受益。

安装配置步骤

若要获得原生	RDP	自动化支持，需执行以下几个步骤。执行完所有步骤后，您可使用客户机上的	Studio	在	"界面自动化"	组
件和向导的帮助下构建流程。

设置客户端

1.	 在	Studio	的	开始	>	工具	>	扩展	页面中，	找到“Windows	远程桌面扩展”。
2.	 单击“Windows	远程桌面扩展”图标，以安装云扩	Windows	远程扩展程序，根据向导提示进行安装。

设置远程桌面计算机

Encoo	Remote	Runtime	为运行在	RDP	远程端上的组件，可以使	RDP	远程桌面或远程应用程序与	RDP	本地扩展进行通信，从
而可以在本地产生选择器并执行自动化操作。

1.	 在控制台中的“首页	>	安装包下载”中，获取远程服务端	Encoo	Remote	Runtime	安装包。
2.	 在需要自动化的	RDP	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安装	Encoo	Remote	Runtime	安装包。
3.	 （可选）当您需要在远程机器上自动化浏览器或者	Java	应用程序时，需要在服务器上安装对应的扩展，以取得更好的自

动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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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扩展安装

a.	找到	Remote	Runtime	安装目录下的	Web	扩展安装程序(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路径为："C:\Program	Files
(x86)\EncooRemoteRuntime\app-XXXXXX\packages\XXXXXX\Extensions\Web\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	b.	打开
命令行，执行命令		cd	C:\Program	Files	(x86)\EncooRemoteRuntime\app-XXXXXX\packages\XXXXXX\Extensions\Web\	，切换到安
装程序所在目录。	c.	根据需要安装的浏览器扩展，执行以下命令执行安装：

Chrome	浏览器		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	-install	-t	Chrome	-l	zh-CN	
FireFox	浏览器		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	-install	-t	FireFox	-l	zh-CN	
Web	360	浏览器		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	-install	-t	Web360	-l	zh-CN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		Encoo.Web.ExtensionInstall.exe	-install	-t	Edge	-l	zh-CN	

Java	扩展安装	a.	找到	RemoteRuntime	安装目录下的	Java	扩展安装程序(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路径
为："C:\Program	Files	(x86)\EncooRemoteRuntime\app-
XXXXXX\packages\XXXXXX\Extensions\Java\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b.	以	管理员权限	打开命令行，执行命
令		cd	C:\Program	Files	(x86)\EncooRemoteRuntime\app-XXXXXX\packages\XXXXXX\Extensions\Java\	，切换到安装程序所在目
录	c.	执行以下命令执行安装：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install	-a	

安装完成后，您即可在远程桌面计算机上执行操作。

卸载	RDP

卸载本地	Windows	远程桌面扩展	在本地计算机的注册表中，找到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Terminal	Server
Client\Default\AddIns\EncooRemotePluginRdp		注册表值，删除后重启连接。

常见问题

1.	 Q：是否支持远程桌面中再开远程的场景？

A：	暂不支持

Windows远程桌面扩展（企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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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扩市场
云扩市场包括：

组件市场	提供大量云扩科技和合作伙伴开发的自动化组件和人工智能组件。当流程设计者无法在基本组件中找到适合业
务需要的组件时，可尝试到组件市场搜索，下载到项目中即可使用，无需再自己开发。
代码市场	提供了大量	NuGet	代码包。您可以通过代码市场拥抱活跃的	NuGet	生态，获取海量	NuGet	应用，提升流程编
辑效率。
流程市场	提供已经设计好的适应特定场景的流程以及流程模板，下载即可使用。也可以参考已有的流程，修改设计使其
成为适合企业业务需要的自定义流程，大大提高流程编辑。

此外，云扩也支持企业用户部署私有化市场，具体方法请	联系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管理市场
在“设置	>	管理市场”页面，可对流程市场、代码市场、组件市场进行管理，包括切换市场、创建、删除、市场间上下移动排
序等操作。

说明：

支持创建本地或基于特定网络的私有市场。

切换市场

下拉选择页面左上角的选择框，可在组件市场、代码市场、流程市场间进行切换选择。

说明:

切换市场类别时，可自动保存新创建的市场列表。

云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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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市场

单击	 ，输入市场名称、市场地址及	ApiKey	，可新增本地或基于特定网络的私有市场。

本地私有市场：在“市场地址”文本框中输入指定本地文件夹并保存后即可加载本地私有市场，
如，“D:\workspace\Encoo\Excel	数据迁移”。

部署基于特定网络的私有市场：在“市场地址”文本框中输入指定网络的市场地址并保存后即可加载网络市场，
如，“Https://flowmarket”。

说明：

部署基于特定网络的私有市场的详细步骤您可以拨打	400-639-2198	联系您的专属顾问，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帮
助！也可以访问	此页面	页面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	1-2	个工作日联系您。

删除市场

在市场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市场，单击	 ，可删除当前市场。

上移/下移市场

云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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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列表中选中需要移动的市场，单击	 	或	 ，可上移/下移当前市场。

启用/禁用市场

在市场列表中勾选/反勾选需要启用/禁用的市场，可启用/禁用当前市场。	

云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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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市场
组件市场中的组件包可以链接到指定的项目中，作为该项目的依赖项存在。

安装组件

1.	 打开项目。
2.	 打开组件市场窗口。

3.	 搜索找到需要安装的组件。

4.	 鼠标悬浮于组件包上，单击“安装”，安装组件。

组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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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完成后，可在组件列表中找到刚刚安装的组件，拖拽即可使用。	

说明：

安装的组件仅适用于对应的项目。

已安装组件
在组件市场窗口中，还存在一个其他分类：已安装组件

已安装组件	仅针对当前项目存在，仅显示当前项目已安装的组件包，通过该页面可以管理项目中的依赖项。

管理依赖项
在	"市场	>	组件市场"	中，可查看依赖项的版本，同时可对依赖项进行安装、更新和卸载。

1.	 对于未添加依赖项的项目，只需通过搜索相应的组件包，找到并“安装”，即可将所需组件添加到项目中。

2.	 对于已添加依赖项的项目，通过已安装组件页面，点击“卸载”，即可卸载该依赖项，要想更新组件包，只需点击“更
新”按钮。

组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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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市场
你可以使用代码市场，获取	NuGet	应用，并将其加入到你编写的	RPA	流程中。

获取与使用

1.	 打开项目。
2.	 打开代码市场窗口。

3.	 搜索找到需要安装的代码包。

4.	 鼠标悬浮于代码包上并点击“安装”，安装代码包。

5.	 安装时，可能需要接受许可证。

代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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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项目的“依赖项”中可查看下载的代码包信息

注意：

在每个项目中，只有至少存在一个引用时，才会设置依赖项。

已安装的依赖项仅适用于当前的项目，并且在	project.json	文件中可以看到每个项目的依赖项列表。

7.	 编辑区域的	导入	中可以搜索到下载的代码包，搜索后点击即可引用到项目中。

代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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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安装代码包

在代码市场窗口中，还存在一个其他分类：已安装代码包。

已安装代码包	仅针对当前项目存在，仅显示当前项目已安装的代码包，通过该页面可以管理项目中的依赖项。

管理依赖项
在“市场	>	代码市场	"	中，可查看依赖项的版本，同时可对依赖项进行安装、更新和卸载。

1.	 对于未添加依赖项的项目，只需通过搜索相应的代码包，找到并“安装”，即可将所需代码包添加到项目中。
2.	 对于已添加依赖项的项目，通过已安装组件页面，点击“卸载”，即可卸载该依赖项，要想更新组件包，只需点击“更

代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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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按钮。

代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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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市场
流程市场内置了丰富的适应特定场景的流程以及流程模板，可下载后参考学习或进行复用。

下载与使用

1.	 在流程列表选择想要下载的流程
2.	 点击“下载”图标

流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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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项目”窗口输入“项目名称”，点击“创建”将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注意：

与下载组件不同的是，流程下载后将作为一个独立的项目存在。

4.	 在项目面板即可查看以新项目名称命名的流程

流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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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安装相关

1.	 Q：安装时弹出程序崩溃提示，如图：

A：	打开控制面板->	程序->	卸载程序，在卸载或更改程序列表中检查是否安装.Net	Framework	4.6.1	及以上版本的.Net
Framework	环境。如果未安装，请先下载.Net	Framework	4.6.1	并安装，安装好之后重启电脑再进行云扩	RPA	编辑器的安
装。下载地址：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9982

2.	 Q：点击安装，显示安装失败

A：	检查当前用户在安装目录的读写权限，如果当前用户在安装路径没有读写权限，则要用管理员账号登录，在安装目
录右键，点击属性，点击安全标签，添加目标账户，并添加完全控制权限，最后点击确定，然后退出管理员账号，用目
标用户登录进行安装。

3.	 Q：编辑器的默认安装目录是什么？

A：		%UserProfile%\AppData\Local\Encoo	Studio	

4.	 Q：机器人的默认安装目录是什么？

A：		%programfiles(x86)%\Encoo	Robot	

卸载相关

1.	 Q：卸载失败

A：	</br>	(1)	安装目录(Program	files	x86)，25	版本以后的安装目录在用户目录	AppData\Local\，下面	encootech	文件夹删
掉	</br>	(2)	C:\ProgramData\Package	Cache\	里面搜一下	Digi4th	开头的	都删掉	</br>	(3)	删除	windows	服务
DataBusService(cmd	命令行	sc	delete	DataBusService)

系统日志相关
1.	 Q：编辑器	/	机器人的系统日志的默认路径是什么？

A：		%UserProfile%\AppData\Local\Encoo\Log	。

2.	 Q:	编辑器	/	机器人的安装日志的默认路径是什么？

A：		%UserProfile%\AppData\Local\Encoo\Installation	。

市场相关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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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	从组件市场安装的组件包存放在本地计算机什么路径下？

A：		%UserProfile%\.nuget\packages	

插件相关

1.	 Q:	Chrome	录制失败，自动化失败有哪些原因？

A：	</br>	(1)	检查	chrome	浏览器扩展，是否安装了	chrome	插件并且启用，如图：

</br>

(2)	当打开	chrome	后，检查任务管理器是否存在进程：EncooNativeMessageHost.exe，该进程是	RPA	与	chrome	浏览器的
通信进程，如果不存在，则检查(1)。

</br>

2.	 Q:	怎么安装	chrome	插件？

A：	打开编辑器，在开始	>	工具	>	扩展	中，选择并点击“Chrome扩展”，根据提示操作即可。（在安装后，请手动打开浏
览器并输入：chrome://extensions/，启用扩展。）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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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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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扩组件库
云扩组件库为云扩编辑器（Studio）产品的一部分，旨在帮助您创建清晰、流畅的自动化流程。

组件可以定义为拼图的一部分，你只要将多个组件连接起来，就可以创建自动化流程所代表的整个拼图。

注意：

云扩	RPA	编辑器不对此处引用的任何第三方软件进行许可或提供支持，并且不保证超出特定列出的版本的兼容性。请
与相应的所有者或许可方审核并确认任何第三方软件的规格和条款和条件。

云扩组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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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模拟鼠标的点击操作，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同时支持桌面端图像识别指定元素，浏览器端暂不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点击的目标元素。此项和选择器二选一填入
选择器	：用于指示要点击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点击

点击类型	：选择模拟鼠标点击的类型，通过下拉框选择。有4种类型：单击，双击，按下，松开
光标位置	：描述从	横坐标偏移	和	纵坐标偏移	属性添加偏移量的光标的起点。默认选项是中心
鼠标键	：选择模拟鼠标点击的按钮。例选择左键时，将模拟点击鼠标左键
横坐标偏移	：根据	光标位置字段中选择的选项，光标位置的水平位移像素量。例如填写“10”，则代表以光标位置为开
始，向右偏移10个像素。计算坐标时，以屏幕左上角为原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纵坐标偏移	：根据光标位置字段中选择的选项，光标位置的垂直位移像素量。例如填写“10”，则代表以光标位置为开
始，向下偏移10个像素。计算坐标时，以屏幕左上角为原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横坐标百分比	：根据光标位置进行百分比移动。以点击所指定矩形框的长度为基数，乘以此属性值，结果和	光标位置的
横坐标相加，得到最终的点击横坐标。	例如填写"0.5",光标位置选择"中心"，最终点击位置的计算过程：取指定元素的矩
形框长度，乘以0.5，结果为矩形框长度的一半；后和光标位置"中心"执行相加计算，最终得到的数字为点击的横坐标，
即为矩形框的右边框中心处
纵坐标百分比	：根据光标位置进行百分比移动。以点击所指定矩形框的宽度为基数，乘以此属性值，结果和	光标位置的
纵坐标相加，得到最终的点击纵坐标。	例如填写"0.5",光标位置选择"中心"，最终点击位置的计算过程：取指定元素的矩
形框宽度，乘以0.5，结果为矩形框宽度的一半；后和光标位置"中心"执行相加计算，最终得到的数字为点击的纵坐标，
即为矩形框的下边框中心处

可选项

点击方式	：选择模拟鼠标点击时使用何种方法。	含有三个值：默认，模拟鼠标，设置控件。此属性默认值为默认，实现
的是根据用户指定元素的类型(即桌面端或浏览器)，自动适用最佳的点击方式。	当有部分场景使用默认属性值无法成功
执行时，可手动修改此属性值为模拟鼠标或设置控件，以适应少数特殊场景使其成功执行
辅助键	：含有：	无，Shift,Ctrl,Alt,Win。	实现在点击时同时按下辅助键的效果。仅当点击方式为模拟鼠标时生效，设置
控件不生效。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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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指定一个桌面元素时。	点击方式属性选择	设置控件后，仅支持左键单击。不支持光标位置，横(纵)坐标偏移,横
(纵)坐标百分比的设置
当指定一个浏览器元素时。点击方式属性选择	设置控件后，仅支持所选择元素所支持的JS事件；当有场景无法覆
盖时，可更改属性值为模拟鼠标

操作样例

1.	 拖入点击组件，并指定元素：	

2.	 打开选择器窗口，点击“未验证”按钮验证是否识别指定元素：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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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骤1中指定元素的网页保持打开状态，点击运行流程：	

更多花式点击，请点击链接	查看云扩学院高级课程。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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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点击
根据绝对坐标点击指定的用户界面元素。

属性

点击

点击类型	：选择模拟鼠标点击的类型，通过下拉框选择。有4种类型：单击，双击，按下，松开。
横/纵坐标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屏幕上的每一点都有一个唯一的坐标，坐标由两个整数组成：一个称为x（即，横
坐标）,另一个称为y（即，纵坐标）。
鼠标键	：选择模拟鼠标点击操作的鼠标键（左键、右键和中键。系统默认选择鼠标左键。

基本

超时（毫秒）	：指定最长等待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如果超出该时间后组件未执行，系统会抛出错误。
后延迟（毫秒）	：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	：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可选项

辅助键	：用于添加辅助键，实现在点击时同时按下辅助键的效果。可用的选项如下：	Shift、Ctrl、Alt、Win。

操作样例
1.	 拖入获取鼠标位置组件，设置x、y坐标变量并同步至变量区：	

坐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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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坐标点击组件，输入x、y变量至横坐标与纵坐标处：	

3.	 点击运行流程，将鼠标至于可点击的按钮等位置查看运行效果：	

坐标点击

216



移动鼠标
移动鼠标光标位置。

属性

基本

超时（毫秒）	：指定最长等待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如果超出该时间后组件未执行，系统会抛出错误。
后延迟（毫秒）	：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	：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输入

横/纵坐标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屏幕上的每一点都有一个唯一的坐标，坐标由两个整数组成：一个称为x（即，横
坐标）,另一个称为y（即，纵坐标）。

操作样例
1.	 拖入移动鼠标组件，设置x、y坐标，运行流程查看效果：

说明：	一般与获取鼠标位置组件搭配使用，可参考滑块验证	流程了解移动鼠标组件的具体用法。使用时请按下图
说明指定对应元素：

移动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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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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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鼠标位置
获取鼠标最终光标位置。

属性

基本

超时（毫秒）	：指定最长等待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如果超出该时间后组件未执行，系统会抛出错误。
后延迟（毫秒）	：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	：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输出

横/纵坐标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屏幕上的每一点都有一个唯一的坐标，坐标由两个整数组成：一个称为x（即，横
坐标）,另一个称为y（即，纵坐标）。

操作样例
一般与坐标点击组件搭配使用，操作样例可参见坐标点击。

获取鼠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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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拖动
模拟鼠标按下拖动的操作，如，按下鼠标左键将文件拖动至另一文件夹内。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	：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	：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可选项

拖动速度（毫秒/10像素）：鼠标拖动的快慢程度，默认值50（即，50ms/10像素)。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鼠标悬停的目标元素。此项和"选取器"二选一填入
选取器	：用于指示鼠标悬停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拖动

横坐标偏移	：根据	光标位置字段中选择的选项，光标位置的水平位移像素量。例如填写“10”，则代表以光标位置为开
始，向右偏移10个像素。计算坐标时，以屏幕左上角为原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纵坐标偏移	：根据光标位置字段中选择的选项，光标位置的垂直位移像素量。例如填写“10”，则代表以光标位置为开
始，向下偏移10个像素。计算坐标时，以屏幕左上角为原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横坐标百分比	：根据光标位置进行百分比移动。以点击所指定矩形框的长度为基数，乘以此属性值，结果和	光标位置的
横坐标相加，得到最终的点击横坐标。	例如填写"0.5",光标位置选择"中心"，最终点击位置的计算过程：取指定元素的矩
形框长度，乘以0.5，结果为矩形框长度的一半；后和光标位置"中心"执行相加计算，最终得到的数字为点击的横坐标，
即为矩形框的右边框中心处
纵坐标百分比	：根据光标位置进行百分比移动。以点击所指定矩形框的宽度为基数，乘以此属性值，结果和	光标位置的
纵坐标相加，得到最终的点击纵坐标。	例如填写"0.5",光标位置选择"中心"，最终点击位置的计算过程：取指定元素的矩
形框宽度，乘以0.5，结果为矩形框宽度的一半；后和光标位置"中心"执行相加计算，最终得到的数字为点击的纵坐标，
即为矩形框的下边框中心处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鼠标拖动组件至流程中。
2.	 单击鼠标拖动组件的“指定元素”，指定需要拖动的文件。

鼠标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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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鼠标坐标偏移量设置该组件的属性参数。

纵坐标偏移：本样例将文件	A	拖动至文件夹	Test	中，使用Test	文件夹图标左上角	Y	坐标值减去	A	文件图标左上角
的	Y	坐标值，如，-24

4.	 保存并运行流程。

5.	 查看并验证运行结果，可以看到A文件被成功移至	Test	文件夹中了。

鼠标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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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停
模拟鼠标悬停在指定元素，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支持图像识别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鼠标悬停的目标元素。此项和"选取器"二选一填入
选取器	：用于指示鼠标悬停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1.	 拖入打开浏览器组件，输入网址，如：https://www.encoo.com：	

悬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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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ncoo.com：


2.	 拖入悬停组件，并指定网页上需要悬停才可以展示的元素，如下图所示：	

3.	 点击运行流程，查看悬停效果：	

悬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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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
选择或清除单选按钮和复选框，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勾选的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必填其一且互斥
选择器	：用于指示要勾选的目标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
错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勾选	：选择单选框或复选框的状态为Check选中，Uncheck取消选中，Toggle切换

操作样例

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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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勾选组件并指定元素，从勾选下拉菜单中选择“勾选”：	

2.	 打开选择器，点击“未验证”按钮验证元素是否能识别：	

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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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骤1中指定元素的网页保持打开状态，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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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文本
模拟输入文本的操作，输入文本到指定位置，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同时支持桌面端图像识别指定元素，浏览器端暂不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输入文本的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
选择器	：用于指示要输入文本的目标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文本	：输入到选择器元素的内容。文本内容所见即所得，不支持转义。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输入方式	：选择输入文本时使用何种方法。	含有三个值：默认，模拟键盘，设置控件。此属性默认值为默认，实现的是
根据用户指定元素的类型(即桌面端或浏览器)，自动适用最佳的输入方式。	当有部分场景使用默认属性值无法成功执行
时，可手动修改此属性值为模拟键盘或设置控件，以适应少数特殊场景使其成功执行
清空原文本	：输入文本前先清空指定元素的原数据。仅当输入方式为设置控件时生效

操作样例

输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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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输入文本组件，并指定元素：	

2.	 打开选择器窗口，点击“未验证”按钮检查元素是否识别成功,如果识别成功，点击“确认”关闭窗口：	

输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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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文本并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运行结果：	

输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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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快捷键
模拟人类在键盘按下快捷键的行为，主要用于将键盘快捷方式发送到指定UI元素。	亦支持不指定元素的情况下发送快捷键
（即选择器和控件元素属性均为空）。	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同时支持桌面端图像识别指定元素，浏览器端暂不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可选项

发送前行为：发送快捷键之前的行为。支持点击和设置焦点两种行为。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接收快捷键的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且均可为空
选择器	：用于指示接收快捷键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且均可为
空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辅助键

Alt	：勾选时，则模拟点击此键
Ctrl	：勾选时，则模拟点击此键
Shift	：勾选时，则模拟点击此键
Win	：勾选时，则模拟点击此键

输入

键值	：模拟点击此键。支持多键值，例如"A,Z"需同时按下的场景，填写"AZ"即可

操作样例

发送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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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设置剪贴板文本组件，并设置输入文本：	

2.	 拖入发送快捷键组件，指定元素并设置键值CTRL+V：	

发送快捷键

231



3.	 点击运行流程，并查看流程运行结果：	

说明：

该流程在很多场景中可代替“输入文本”组件使用，运行效率高、输入文本不易出错。

发送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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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文本
获取指定元素的文本，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获取文本的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必填其一且互斥
选择器	：用于指示要获取文本的目标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必填其一且互
斥。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文本	：将获取到的文本内容存储到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获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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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获取文本组件，并指定元素，如下图所示：	

2.	 打开选择器窗口，点击“未验证”按钮检查指定元素是否识别，识别成功后点击“确认”按钮关闭选择器窗口：	

获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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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输出文本变量text：	

4.	 拖入确认框组件，将变量text作为确认框内容，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获取的数据：	

获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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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结构化数据
获取指定页面的结构化数据，可自动翻页获取更多数据。支持获取整表数据或者表内单列数据且能够获取数据的自定义属性
信息，运行时取指定最大提取条数范围内的数据。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端。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目标

XML数据：定义从网页中提取哪些数据。通过“指定数据源”后，自动生成XML。
选择器	：用于指示要获取数据的目标区域。可通过点击指定数据源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可选项

最大提取条数：获取的最大数据条数。例如此值填写“10”，则运行时返回的数据表内最大数据条数为10条。仅支持整型
变量和整型
下一页：用于指示下一页按钮的位置，实现翻页获取数据的功能。可通过指定数据源过程中指定下一页按钮后自动生
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获取下一页数据延迟：限定翻页后获取新页面数据的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执行获取数据的操作。单位为毫秒
（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数据表：将获取到的结构化数据存储到此变量。

操作样例
1.	 打开含有结构化数据的网页（例：http://news.baidu.com	）,拖入获取结构化数据组件，点击指定数据源并指定第一个元

素，此时，会弹出“向导”对话框提示指定数据源第二个元素，如下图所示：

获取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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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第二个元素，“向导”对话框中会显示默认文本列名称，再点击“下一步”按钮，“向导”对话框展示获取的所有数据及
默认最大提取条数：50：

获取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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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数据表变量，点击“完成”按钮：

4.	 根据需要点击“是”或“否”，如果选择“是”继续选择应用页面上的元素，如果选择“否”，指定元素结束

获取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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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拖入预览数据表组件，并输入上述操作中定义的数据表变量dt:

6.	 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获取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获取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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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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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元素
获取指定的UI元素，并将其存储在输出变量控件元素中。

说明：

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
支持图像识别。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控件元素	：将取到的元素存储在此变量，可用于其他组件的输入。此输出所支持的获取属性值请点击此处查看

说明：

仅当其他组件（如，点击、输入文本等）的输入方式设置为非设置控件时，才支持使用图像识别控件元素作为输
入。

操作样例

获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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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获取元素组件并指定元素：	

2.	 点击组件调用获取到的元素对象：	

获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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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印出获取到的元素对象的某个方法：	

获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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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元素属性值
获取指定元素的属性值，并将其存储在输出变量属性值中。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不支持图像识别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属性名	：要获取目标元素的属性名。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说明：

支持在组件中属性名的下拉列表框中输入已存在但未显示的自定义属性。

输出

属性值	：将获取到的属性值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获取元素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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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获取元素属性值组件并指定元素：	

2.	 验证元素并输入属性名：	

获取元素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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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Web	元素属性值
该组件实现为指定元素设置属性值。例如，使用此组件完成输入框的输入文本操作。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属性值还未出
现，会抛出错误。

输入

属性名	：需要设置的目标元素的属性名。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属性值	：需要设置的目标元素的属性对应的属性值。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目标元素。属性	控件元素	和	选择器	二者互斥。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	UI	元素。可通过点击	指定元素	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	设置	Web	元素属性值	组件至流程中。
2.	 单击“指定元素”链接，指定一个	Web	元素，为并其设置属性。

属性名：输入需要修改的指定	web	元素的属性名，可通过浏览器	F12	来查看，如，"Value"。
属性值：输入需要修改的属性名对应的属性值，如，"百度搜索"。

设置Web元素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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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存并运行流程。

设置Web元素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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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元素消失
等待指定的UI元素从屏幕上消失，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同时支持桌面端图像识别指定元素，浏览器端暂不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元素还未
消失，会抛出错误。

注意：

”超时“	属性设置需要根据需要去设置，不然就会默认是项目的超时时间（30秒）。举个例子加入我们匹配超时设置成
5000（毫秒），超时设置成	20000（毫秒），执行的时候，我们会每5000（毫秒）循环等待目标元素消失，直到达
到“超时”时间（20000毫秒）才会继续往下执行

目标

选择器	：用于指示特定的UI元素，该组件将等待此选择器指定的元素消失。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
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结果	：将此组件执行的成功与否的结果存储在此变量。当指定目标消失时，存储的值为True。仅支持布尔型变量和布尔

操作样例

等待元素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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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等待元素消失组件，设置对应的属性值：	

2.	 指定元素，并验证元素存在性：	

等待元素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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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等待元素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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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元素出现
等待指定的UI元素从屏幕上出现，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同时支持桌面端图像识别指定元素，浏览器端暂不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注意：

”超时“	属性设置需要根据需要去设置，否则默认是项目的超时时间（30秒）。举个例子加入我们匹配超时设置成
5000（毫秒），超时设置成	20000（毫秒），执行的时候，我们会每5000（毫秒）循环等待目标元素，直到达
到“超时”时间（20000毫秒）才会继续往下执行

目标

选择器	：用于指示特定的UI元素，该组件将等待此选择器指定的元素出现。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
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结果	：将此组件执行的成功与否的结果存储在此变量。当指定目标出现时，存储的值为True。仅支持布尔型变量和布尔
控件元素	：将等待出现的元素存储到此变量。可作为等待元素消失等组件的输入值。当使用图片识别的方式来指定元素
时，返回的是锚点元素而非图片元素

操作样例

等待元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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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等待元素出现组件，设置对应的属性值：	

2.	 指定元素，并验证元素存在性：	

等待元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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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等待元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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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元素属性值
等待指定元素的属性值为指定值时，才执行下一个组件，否则会在超时时间范围内一直等待。不支持图像识别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属性值还未出
现，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属性名	：需要获取的目标元素的属性名。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说明：

支持在组件中属性名的下拉列表框中输入已存在但未显示的自定义属性。

属性值	：等待指定元素的属性值为此项时，才执行下一个组件。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等待元素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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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等待元素属性值组件，设置对应的属性值：	

2.	 指定元素，并验证元素存在性：	

等待元素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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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等待元素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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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项目
选择下拉框列表中的一项，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必填其一且互斥
选择器	：用于指示要下拉框目标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项目文本	：下拉框中要选择的项目。最终该组件将点击此项，并显示在下拉框中。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选择项目组件，设置对应的属性值：	

选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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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元素，并验证元素存在性：	

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选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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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多个项目
实现多个项目的同时选择，此组件仅当原页面支持多选时生效。不支持图像识别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项目文本	：指要选择的多个项目文本。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清空已选	：勾选后，将先清空已选项目后执行勾选；不勾选时，将不清空已选项目直接执行勾选

操作样例
1.	 拖入选择多个项目组件，设置对应的属性值：	

选择多个项目

259



2.	 指定元素，并验证元素存在性：	

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选择多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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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屏
实现截图，并将结果保存在指定位置或变量中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迟（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点击的目标元素。此项和选择器二选一填入
选择器	：用于指示要点击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保存

路径	：截屏图片的保存位置。此项可为空，当不填写时，默认不保存截屏。支持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路径需指明文件
名和后缀；支持的后缀为：PNG,BMP,JPEG,JPG。例如：E:\Screenshot.jpg。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同名覆盖	：当按照上述路径保存截屏，且出现同名文件时，如果此项勾选则不报错，执行替换保存操作；如果此项未勾
选，则报错运行失败

输出

图片	：将截屏保存到此变量。此项可为空

可选项

图片宽度	：截屏所得图片的长度。此项可为空。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图片高度	：截屏所得图片的宽度。此项可为空。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横坐标偏移	：根据指定元素所得的图片位置，进行水平位移像素量。例如填写“10”，则代表向右偏移10个像素。计算坐
标时，以指定元素所得图片的左上角为原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纵坐标偏移	：根据指定元素所得的图片位置，光标位置的垂直位移像素量。例如填写“10”，则代表向下偏移10个像素。
计算坐标时，以指定元素所得图片的左上角为原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横坐标百分比	：根据指定元素所得的图片位置进行百分比移动。以指定元素所得的图片长度为基数，乘以此属性值，结
果和原图的横坐标相加，得到最终的点击横坐标。	例如填写"0.5",最终截屏位置的计算过程：取指定元素的矩形框长度，
乘以0.5，结果为矩形框长度的一半；将指定元素的矩形框长度和计算所得长度相加，最终得到的数字为截屏开始的横坐
标，即为矩形框长的中心处
纵坐标百分比	：根据指定元素所得的图片位置进行百分比移动。以指定元素所得的图片宽度为基数，乘以此属性值，结
果和原图的纵坐标相加，得到最终的点击纵坐标。	例如填写"0.5",最终点击位置的计算过程：取指定元素的矩形框宽度，

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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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以0.5，结果为矩形框宽度的一半；将指定元素的矩形框宽度和计算所得宽度相加，最终得到的数字为截屏开始的纵坐
标，即为矩形框宽的中心处

说明：

上述可选项属性均可不填，仅当需要进行偏移进行截屏时才需要填写。并且，在计算偏移时均以指定元素作为基准来
计算。

操作样例
1.	 拖入截屏组件，设置对应的属性值：	

2.	 指定元素，并验证元素存在性：	

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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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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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
将指定元素高亮，可选择颜色和时间。不支持图像识别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可选项

颜色	：指定高亮的颜色
高亮时长（毫秒）	：高亮的时长。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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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高亮组件，设置对应的属性值：	

2.	 指定元素，并验证元素存在性：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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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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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焦点
为指定元素设置焦点，支持桌面端和浏览器端。同时浏览器端可自动滑动页面将元素置为可视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1.	 拖入设置焦点组件，设置对应的属性值：	

设置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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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元素，并验证元素存在性：	

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设置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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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片
在指定范围内寻找指定图片，返回符合的结果集。不支持图像识别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范围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指定查找图片的范围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指定查找图片的范围。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图片

图片	：属性图片和图片路径二者互斥且必填一。此项指要匹配的图片，仅支持Image类型变量
图片路径	：属性图片和图片路径二者互斥且必填一。此项指要匹配的图片，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准确率	：匹配图片时的准确率

输出

结果集	：将符合匹配图片的结果集存储在此变量。可使用此子集作为其他组件的控件元素输入

注意点

范围限制在静止页面，对于有滚动条的长页面并不会滚动查找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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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截屏组件，输出变量设置为Image对象	imgEle	：	

2.	 拖入匹配图片组件，输入的图片为上一步返回的图片对象imgEle,	输出为可遍历的元素结果集	images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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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点击组件，输入的元素为上一步返回的结果集中的第一个元素	images.ToList()[0]	：	

4.	 运行流程，成功点击了匹配到的第一个元素：	

匹配图片

271



设置窗口
该组件主要实现更改窗口显示状态。支持的窗口状态包括最大化、最小化、还原。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属性值还未出
现，会抛出错误。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目标

控件元素：接收变量作为点击的目标元素。此项和选择器二选一填入。
匹配超时（毫秒）：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
错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选择器	：用于指示要点击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窗口状态：选择欲实现的窗口状态，包括还原、最大化、最小化。

操作样例
1.	 拖入设置窗口组件至流程中。
2.	 单击该组件中的“指定窗口”链接，选择欲指定的窗口。
3.	 设置该组件的属性信息。

窗口状态：下拉选择欲执行的状态。如，	最小化	。
4.	 保存并运行流程，查看流程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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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OCR文本
对指定元素或图片进行OCR并返回结果。不支持图像识别指定元素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属性值还未出
现，会抛出错误。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选择器、图片和图片路径四者互斥且必填一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图片	：对此图片进行OCR。
图片路径	：对此路径指向的图片进行OCR。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OCR

平台	：进行OCR所使用的平台
AppKey	：选中平台所需的AppKey。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AppSecret	：选中平台所需的AppSecret。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说明：	当你选择不同的平台进行	OCR	识别时，你需要购买对应的服务，并使用对应的	AK。参考以下文档获取对应的
信息：

当你选择	百度	时，参考	Quickstart	；
当你选择	阿里	时，参考	创建	AccessKey；
当你选择	腾讯	时，参考	一分钟接入服务端	API。

输出

纯文本	：将OCR的结果以纯文本的形式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Json文本	：将OCR的结果以Json文本的形式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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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获取OCR文本组件，指定元素，设置厂家，厂家AppKey和AppSecret（以腾讯OCR为例）：	

OCR	区域：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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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证元素存在性：	

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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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含OCR文本的元素
对指定元素或图片进行OCR，并查找包含指定文本的元素，将其存储在输出属性OCR元素内。不支持图像识别指定元素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属性值还未出
现，会抛出错误。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两者互斥且必填一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OCR

平台	：进行OCR所使用的平台
AppKey	：选中平台所需的AppKey。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AppSecret	：选中平台所需的AppSecret。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条件	：判断是否包含指定文本时使用的判断规则，完全匹配或者包含

说明：	当你选择不同的平台进行	OCR	识别时，你需要购买对应的服务，并使用对应的	AK。参考以下文档获取对应的
信息：

当你选择	百度	时，参考	Quickstart	；
当你选择	阿里	时，参考	创建	AccessKey；
当你选择	腾讯	时，参考	一分钟接入服务端	API。

输入

文本	：将含有此文本的元素存储在输出属性OCR元素内。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注意：文本	输入框中支持正则
表达式。如果你希望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匹配，请直接输入正则表达式。
出现次数	：当指定元素中有若干指定文本出现时，此项用于指定获取第几次出现的元素。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OCR元素	：将匹配的元素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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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获取含OCR文本的元素组件，指定元素，设置厂家，厂家AppKey和AppSecret（以腾讯OCR为例）等属性：	

OCR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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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证元素存在性：	

3.	 拖入点击组件，接收的输入控件元素为前一步返回的对象：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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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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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OCR文本是否存在
对指定元素或图片进行OCR，并判断指定文本是否存在，将其结果存储在输出属性OCR元素内。不支持图像识别指定元素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属性值还未出
现，会抛出错误。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选择器、图片和图片路径四者互斥且必填一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图片	：对此图片进行OCR。
图片路径	：对此路径指向的图片进行OCR。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OCR

平台	：进行OCR所使用的平台
AppKey	：选中平台所需的AppKey。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AppSecret	：选中平台所需的AppSecret。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说明：	当你选择不同的平台进行	OCR	识别时，你需要购买对应的服务，并使用对应的	AK。参考以下文档获取对应的
信息：

当你选择	百度	时，参考	Quickstart	；
当你选择	阿里	时，参考	创建	AccessKey；
当你选择	腾讯	时，参考	一分钟接入服务端	API。

输入

文本	：判断此文本是否存在并将结果存储在输出属性结果内。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注意：文本	输入框中支持正
则表达式。如果你希望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匹配，请直接输入正则表达式。
出现次数	：当指定元素中有若干指定文本出现时，此项用于指定获取第几次出现的元素。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结果	：将判断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布尔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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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样例

1.	 拖入判断OCR文本是否存在组件，指定元素，设置厂家，厂家AppKey和AppSecret（以腾讯OCR为例）等属性：	

OCR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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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点击组件，接收的输入控件元素为前一步返回的对象：	

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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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自动化配置步骤
本功能仅在云扩企业版编辑器中支持。

说明：

录制/回放时，需保证产品与	SAP	客户端以同样的权限执行。
在	RDP、Cirtrix	环境下操作	SAP	时，需以管理员权限启动	SAP（因为支持远程所启动的服务是以管理员权限执行
的）。

启用	SAP	WinGUI	脚本
	启用SAP	WinGUI脚本并没有任何安全问题	

执行事务，修改参数

1.	 打开	SAP	并登录连接
2.	 执行事务代码	RZ11
3.	 输入参数名	sapgui/user_scripting，按下回车键
4.	 维护参数文件参数	窗口中，参数名称输入	sapgui/user_scripting，点击	显示
5.	 点击	更改值，新值	设置为	TRUE，保存更改
6.	 重复第四步，分别将下述参数的值改为	FALSE

sapgui/user_scripting_disable_recording
sapgui/user_scripting_force_notification
sapgui/user_scripting_per_user
sapgui/user_scripting_set_readonly

说明：

事务	RZ11	中对参数的所有更改均立即生效，并且在系统重新启动时丢失。要使更改永久生效，请联系您的
SAP	系统管理员。

7.	 注销后重新登录

勾选启用脚本

1.	 点击打开	选项	菜单
2.	 转到	辅助功能与脚本	后单击	脚本
3.	 勾选	启用脚本
4.	 不勾选下述选项：

在脚本附加到	SAP	GUI	时发出通知
在脚本打开连接时发出通知

说明：

当勾选启用脚本的操作步骤未执行时，会在运行流程时出现下图提示，请按照上述勾选启用脚本的步骤进行
设置。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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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应用
实现打开SAP	Logon	指定连接，并输入客户端、用户、口令登录连接。

本功能仅在云扩企业版编辑器中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超出此时间元素还未消失，会抛出错误。仅支
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SAP	Logon路径	：SAP	Logon的安装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连接名	：指定要登录的连接名	（Connection	Name）。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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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登录连接界面时要输入的客户端	（Client)。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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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登录连接界面时要输入的用户	（User)。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口令	：登录连接界面时要输入的口令	（Password)。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多登录时	：含三个值：继续此登录，保持同用户的其他连接；继续此登录，停止同用户的其他连接；停止此次登录

操作样例

1.	 拖入登录应用组件，输入应用路径、客户端、口令、连接名及用户，选择多登录时的目标状态选项，例：停止此次登录

2.	 点击运行流程，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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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
实现在SAP中执行事务代码。执行事务不成功时会终止流程并报错。

本功能仅在云扩企业版编辑器中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超出此时间元素还未消失，会抛出错误。仅支
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目标

选择器	：指定执行事务代码的窗口，为空时，默认在当前活动窗口执行事务。可通过点击指定窗口自动生成。仅支持字
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窗口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则会抛出错误。单位
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事务代码	：要在SAP窗口中执行的事务代码。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登录SAP应用，点击SAP菜单->会计核算->财务会计->总账->单据录入->FB50	-	输入总账科目凭证进入“输入总账科目凭
证”：公司代码	xxxx”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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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执行事务组件，指定窗口元素，并输入事务代码：	

1.	 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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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日期
实现在SAP中选择日期。可选择单日期或时间段。

本功能仅在云扩企业版编辑器中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选择器	：指定需要填写日期的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日期选择器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选择器的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则会抛出错误。
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选择	：还有两个选项：单日期和时间段。表明要选择的是单个日期，还是有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段
日期	：当选择属性选择单日期时，此项为必填项，运行时将选此日期。开始日期，结束日期为选填
开始日期	：当选择属性选择时间段时，此项为必填项，运行时将选此日期为开始日期。日期属性为选填
结束日期	：当选择属性选择时间段时，此项为必填项，运行时将选此日期为结束日期。日期属性为选填

操作样例

1.	 登录SAP应用，点击SAP菜单->会计核算->财务会计->总账->单据录入->FB50	-	输入总账科目凭证进入“输入总账科目凭
证”：公司代码	xxxx”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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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点击组件，指定“凭证日期”输入框边的日历图标：	

3.	 拖入选择日期组件，指定日历窗口，并从datepicker中选择所需日期：

4.	 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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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SAP项
在指定元素后，返回详细的菜单条目到下拉框。通过点击下拉框选择要点击的项目。当指定的元素不支持此组件时，会有提
示。

本功能仅在云扩企业版编辑器中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选择器	：用于指示特定的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选择器的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则会抛出错误。
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项	：要点击的项目。此项和下拉框中所选择的项目一致。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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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登录应用组件并输入相应属性值；拖入点击组件，指定“取消”按钮元素：	

2.	 拖入等待元素出现组件，指定“SAP	轻松访问”文本元素；拖入选择SAP项组件，指定“SAP	菜单”元素，然后从返回的详
细菜单条目下拉框中选择所需要打开的页面选项，如下图所示：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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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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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状态栏信息
在指定SAP状态栏后，返回读取到的状态栏信息。

本功能仅在云扩企业版编辑器中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选择器	：用于指示SAP状态栏。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选择器的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则会抛出错误。
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ID	：将返回的消息号ID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Number	：将返回的消息号数字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文本	：将返回的文本信息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类型	：将返回的信息类型存储在此变量。一共含有以下三种：	S 	-	代表成功；W	-	代表警告；E	-	代表错误。仅支持字符
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登录SAP应用，点击SAP菜单->会计核算->财务会计->总账->单据录入->FB50	-	输入总账科目凭证进入“输入总账科目凭
证”：公司代码	xxxx”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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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点击组件，指定“明细”，并打开选择器通过验证：	

3.	 拖入获取状态栏信息组件，指定状态栏元素，并设置输出变量：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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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以一定的方式输入第2步操作中获取的变量：	

5.	 点击运行流程，查看变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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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区域结构
返回指定元素的层级结构。

支持桌面端，浏览器暂不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选择器	：用于指示特定的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数据源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文本	：将指定元素的层级结构存储在此变量。JSon格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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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获取区域结构组件，设置对应的属性值：	

2.	 指定元素，并验证元素存在性：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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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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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控件
当发送快捷键动作完成后，可判断焦点是否发生改变，若焦点改变，则运行成功；若焦点未改变，则运行失败。

支持桌面端，浏览器暂不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默认值为10000，即10秒，包含匹配超时（毫
秒）。若超出此时间元素还未消失，会抛出错误。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接收快捷键的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且均可为空
选择器	：用于指示接收快捷键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且均可为
空。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辅助键

Alt	：勾选时，则模拟点击此键
Ctrl	：勾选时，则模拟点击此键
Shift	：勾选时，则模拟点击此键
Win	：勾选时，则模拟点击此键

输入

键值	：模拟点击此键。支持多键值，例如"A,Z"需同时按下的场景，填写"AZ"即可

可选项

等待焦点改变	：勾选时，判断焦点是否改变且仅当焦点改变时才运行成功。不勾选时，不会判断焦点是否改变。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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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切换控件组件，指定元素，设置对应的属性值，等待焦点改变这个选择如果不勾选的话，效果就跟普通的发送快捷
键是一样的：	

2.	 验证元素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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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区域是企业微信窗口：	

4.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企业微信发送Ctrl	+	N	快捷键会打开一个新的聊天窗口，也就意味着焦点发生了变化，所以组件
执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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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焦点控件
获取指定窗体内的焦点控件。

支持桌面端，浏览器暂不支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指定窗体。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且均可为空，均为空时默认查找当前活动窗体的
焦点控件
选择器	：用于指示特定的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窗体自动生成。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互斥，且均可为空，均为
空时默认查找当前活动窗体的焦点控件。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焦点控件	：将指定窗体的焦点控件存储在此变量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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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切换控件组件，指定企业微信窗口，打开一个新的聊天窗口：	

2.	 展示企业微信聊天窗口，可以看到焦点定位于搜索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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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获取焦点控件，指定输出为焦点元素变量：	

4.	 拖入输入文本组件，指定输入为焦点元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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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对获取焦点输出的元素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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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屏幕文本
获取指定的文本或指定的文本元素列表。

注意：建议在无法使用	获取文本	组件获取文本时，使用本组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获取文本的目标元素。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必填其一且互斥
选择器	：用于指示要获取文本的目标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属性控件元素和选择器二者必填其一且互
斥。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纯文本	：将获取到的文本内容存储到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文本元素列表	：将获取到的文本元素列表存储到此变量。你可以使用列表的子集作为点击等组件的输入。在对这些元素
进行操作时，只支持模拟鼠标键盘的方式，不支持设置控件。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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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获取屏幕文本组件并指定Adobe	Acrobat右侧工具栏：	

2.	 验证元素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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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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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屏幕含某文本的元素
获取指定范围内包含指定文本的	UI	元素，并将其存储在输出变量文本元素中。

注意：

查找文本时，支持正则表达式。
组件只支持桌面端。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查找文本元素的范围。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文本元素	：将取到的文本元素存储在此变量，可用于其他组件的输入。

输入

文本：需要查找的文本。
出现次数：在查找范围内，找到的第	出现次数	个元素会被捕获。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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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获取屏幕含某文本的元素组件并指定Adobe	Acrobat右侧工具栏：	

2.	 验证元素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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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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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屏幕文本是否存在
判断指定元素中是否包含指定文本。不支持图像识别指定元素。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属性值还未出
现，会抛出错误。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目标元素。
选择器	：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文本	：判断此文本是否存在并将结果存储在输出属性结果内。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注意：文本	输入框中支持正
则表达式。如果你希望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匹配，请直接输入正则表达式。
出现次数	：当指定元素中有若干指定文本出现时，此项用于指定获取第几次出现的元素。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结果	：将判断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布尔变量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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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判断屏幕文本是否存在组件并指定Adobe	Acrobat右侧工具栏：	

2.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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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屏幕文本
在指定元素中查找文本，找到后点击。仅支持桌面端。

使用建议：在使用本组件前，请先尝试	界面自动化	-	获取文本	组件和	界面自动化	-	OCR（企业版）	-	获取OCR文本	组件。本
组件仅作为以上两个组件功能的补充。

属性

点击

点击类型	：选择模拟鼠标点击的类型，通过下拉框选择。有4种类型：单击，双击，按下，松开
光标位置	：描述从	横坐标偏移	和	纵坐标偏移	属性添加偏移量的光标的起点。默认选项是中心
鼠标键	：选择模拟鼠标点击的按钮。例选择左键时，将模拟点击鼠标左键
横坐标偏移	：根据	光标位置字段中选择的选项，光标位置的水平位移像素量。例如填写“10”，则代表以光标位置为开
始，向右偏移10个像素。计算坐标时，以屏幕左上角为原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纵坐标偏移	：根据光标位置字段中选择的选项，光标位置的垂直位移像素量。例如填写“10”，则代表以光标位置为开
始，向下偏移10个像素。计算坐标时，以屏幕左上角为原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横坐标百分比	：根据光标位置进行百分比移动。以点击所指定矩形框的长度为基数，乘以此属性值，结果和	光标位置的
横坐标相加，得到最终的点击横坐标。	例如填写"0.5",光标位置选择"中心"，最终点击位置的计算过程：取指定元素的矩
形框长度，乘以0.5，结果为矩形框长度的一半；后和光标位置"中心"执行相加计算，最终得到的数字为点击的横坐标，
即为矩形框的右边框中心处
纵坐标百分比	：根据光标位置进行百分比移动。以点击所指定矩形框的宽度为基数，乘以此属性值，结果和	光标位置的
纵坐标相加，得到最终的点击纵坐标。	例如填写"0.5",光标位置选择"中心"，最终点击位置的计算过程：取指定元素的矩
形框宽度，乘以0.5，结果为矩形框宽度的一半；后和光标位置"中心"执行相加计算，最终得到的数字为点击的纵坐标，
即为矩形框的下边框中心处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控件元素	：接收变量作为点击的目标元素。此项和选择器二选一填入
选择器	：用于指示要点击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可选项

辅助键	：含有：	无，Shift,Ctrl,Alt,Win。	实现在点击时同时按下辅助键的效果。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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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本	：将获取到的文本内容存储到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文本元素	：将取到的文本元素存储在此变量，可用于其他组件的输入。

输入

文本：需要查找的文本。
出现次数：在查找范围内，找到的第	出现次数	个元素会被捕获。

操作样例

1.	 拖入点击屏幕文本组件并指定Adobe	Acrobat右侧工具栏：	

2.	 验证元素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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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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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浏览器
使用该组件，绑定一个已经打开的浏览器窗口，方便之后在该浏览器窗口中执行各种操作。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输入

浏览器类型	：绑定的目标浏览器类型，例	Chrome，IE
浏览器	：通过此变量来指定需要绑定的浏览器，此项输入可为其他浏览器活动的输出（当此项被填充时，浏览器类型和
选择器不产生效力）

目标

选择器	：通过提供的选择器表达式来定位目标浏览器，可通过	"指定浏览器"	自动获取，并可以进行编辑实现自定义。仅
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浏览器	：将绑定的浏览器类型对象存储到此变量，可作为下一浏览器活动的输入

可选项

最大化	：勾选时，可以自动将你指定的浏览器最大化进行后续操作
结束后关闭	：勾选时，将在此组件结束后自动关闭浏览器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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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绑定浏览器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指定浏览器，例：12306	官网，并打开选择器窗口，点击“未验证”按钮检查元素是否识别成功,	如果识别成
功，点击“确认”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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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其他组件至	绑定浏览器	组件中，例：拖入	点击	组件，指定元素为登录，如下图所示：	

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成功打开绑定的	12306	官网并成功点击登录元素跳转到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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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浏览器
使用该组件，使用浏览器打开指定的	URL。

该组件也常作为容器。其他的一些网页操作组件，也常放置在该组件中完成。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目标

浏览器类型	：打开的目标浏览器类型，例	Chrome，IE。
网址	：将打开此网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浏览器	：将打开的浏览器类型对象存储到此变量，可作为下一浏览器活动的输入。

可选项

打开方式：当浏览器类型为	Chrome、Firefox、Edge	时，可选择打开方式为	Native	和	Selenium（WEB	自动化工具）。
等待加载完成	：勾选时，执行操作之前，等待目标用户界面元素加载完成之后才执行下一个组件操作。
结束后关闭	：勾选时，将在此组件结束后自动关闭浏览器。

注意：

若使用静默运行方式，请根据情况，判断是否勾选此选项，否则无法绑定浏览器。

静默运行：当打开方式勾选“Selenium”，同时勾选“静默运行”选项时，可实现流程运行时打开独立浏览器且不可视，即使
用户手动操作浏览器也互不干扰。-->

最大化	：勾选时，可以自动将你指定的浏览器最大化进行后续操作。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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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打开浏览器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选择浏览器类型和输入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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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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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浏览器
使用该组件刷新指定浏览器页面。无需提供输入值，将依附"	打开浏览器""	绑定浏览器"	所选浏览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可选项

等待加载完成	：勾选时，执行操作之前，等待目标用户界面元素加载完成之后才执行下一个组件操作。

操作样例
1.	 拖入	绑定浏览器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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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指定浏览器，例：云扩科技官网，并拖入	刷新浏览器	组件，如下图所示：	

3.	 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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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页跳转
使用该组件实现在当前浏览器对象范围内的当前标签页进行跳转。跳转后，无需重新绑定浏览器，即可正常操作新页面内元
素（点击等可以在新页面生效）。

该组件必须放置在	绑定浏览器	或	打开浏览器	组件中使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可选项

等待加载完成	：勾选时，执行操作之前，等待目标用户界面元素加载完成之后才执行下一个组件操作。

输入

网址	：将跳转到此网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	绑定浏览器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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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指定浏览器，例：云扩科技官网，并拖入	当前页跳转	组件，输入云扩学院网址，如下图所示：	

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跳转到云扩学院网页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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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标签页
使用该组件关闭网站内特定标签页。该组件必须放置在	绑定浏览器	或	打开浏览器	组件中使用。

有两种使用场景：

1.	 不指定标签页，即选择器属性为空时，默认关闭当前活动标签页
2.	 指定标签页，即使用“指定标签页”功能时，将关闭指定的特定标签页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选择器	：通过提供的选择器表达式来定位目标标签页，亦可通过	指定标签页	自动获取，并可以进行编辑实现自定义。
当此项为空时，默认关闭当前活动标签页；当通过“指定标签页”自动生成此值后，关闭指定标签页。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定位	选择器	属性指定的标签页的时间，毫秒为单位。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标签页则会抛出错
误。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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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绑定浏览器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指定浏览器，例：云扩科技官网和云扩学院，并拖入	关闭标签页	组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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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关闭标签页元素为云扩学院，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331



关闭浏览器
关闭指定的浏览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目标

浏览器：输入需要关闭的浏览器。与“选择器”属性两者互斥，必填一项。
选择器：使用组件中的“指定浏览器”链接，指定需要关闭的浏览器。与“浏览器”属性两者互斥，必填一项。
匹配超时（毫秒）：定位	选择器	属性指定的浏览器的时间，毫秒为单位。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浏览器则会抛出
错误。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关闭浏览器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关闭浏览器组件的空白处，单击“指定浏览器”链接指定需要关闭的浏览器。
3.	 保存并运行流程。
4.	 查看运行结果，指定的浏览器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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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邮件(Outlook)
使用本机	Outlook	中配置的邮箱账号发送邮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发件人

共享邮箱地址	：使用	Outlook	中共享邮箱地址作为发件人，执行发送邮件操作。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箱地址	：发件人邮箱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注意：若“共享邮箱地址”有效且当前属性输入的邮箱地址
有“共享邮箱地址”的权限，则发送后的邮件“发件人信息”显示共享邮箱信息；

收件人

收件人	：邮件接收人邮箱地址。可写多个收件人，用分开分割即可；例如：【user1@encootech.com;
user2@encootech.com】。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抄送人	：发送邮件时的抄送人邮箱地址。可写多个收件人，用分开分割即可；例如：【user1@encootech.com;
user2@encootech.com】。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密件抄送	：发送邮件时的密件抄送人邮箱地址。可写多个收件人，用分开分割即可；例如：【user1@encootech.com;
user2@encootech.com】。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

邮件主题	：发送邮件的主题。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内容	：发送邮件的正文内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附件	：发送邮件的附件。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写多个附件地址，具体写法参考：new	List	(){"文件	1	路径",	"文件	2
路径"}，也可以点击	"..."	在弹窗中选择文件后自动生成
保存为草稿	：将编辑好的邮件保存到发件人草稿箱，不执行发送操作
HTML	格式	：说明邮件内容是否时	HTML	格式，若勾选后，则按照	HTML	格式处理邮件内容

转发

邮件	：输入将要转发的邮件；等同于在	outlook	选中一封邮件点击“转发”;	仅支持	System.Net.Mail.MailMessage	类型

常见问题
1.	 某个程序正试图在	Outlook	中代表你发送电子邮件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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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参见	官方解答

操作样例

1.	 拖入	发送邮件(Outlook)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输入发件邮箱地址字符串，例：“××@encootech.com”，输入收件人字符串，例：“××2@encootech.com”，点击选择附件按
钮选择作为附件的文件，例：	new	List	<string>{"C:\\Desktop\\发票.png"}	，输入邮件内容字符串，例：“云扩科技：发送
邮件（Outlook）”，输入邮件主题字符串，例："发送邮件（Outlook）"，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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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并打开	outlook	发件箱查看邮件是否发送成功：	

匹配图片

335



获取邮件(Outlook)
获取本机	Outlook	账号中邮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邮件

邮箱地址	：设置将要获取邮件的邮箱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文件夹	：指定邮箱中的文件夹，若为中文版	Outlook	填写“收件箱”，英文版则填写	"inbox";	若获取	inbox	下子级文件
夹邮件，需使用	"/"	分隔，例如:	"inbox/客户邮件"
获取封数	：获取邮件的封数。默认为	1

可选项

标记为已读	：默认获取的邮件在	Outlook	中不标记为已读，勾选后则将获取的邮件标记为已读
仅获取未读邮件	：默认仅获取未读邮箱，若不勾选则获取所有状态邮件
筛选	：支持输入	JET	/	DASL	query	语法检索过滤邮件，例如仅获取只读的邮件	query	为	"[UnRead]	=	True"，如果当前输
入的	query	与其他属性选项有冲突，则优先使用其他属性选项值。具体写法参考：https://docs.microsoft.com/zh-
cn/office/vba/outlook/how-to/search-and-filter/filtering-items

输出

邮件	：将获取到的邮件存储在此变量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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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获取邮件(Outlook)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输入	List	类型的变量到邮件，例：mail，输入邮件文件夹字符串，例如：“收件箱”，输入邮件地址字符串，
例：“××@encootech.com”，如下图所示：	

3.	 拖入	保存附件	和	写入日志	组件，输入	保存附件	的邮件，因为	获取邮件(Outlook)	的输出邮件是一个	List，所以这边输
入的变量类型是	MailMessage，可以取	maillist	的第一个元素，例：mail[0]，输入文件夹路径，例：“C:\云扩科技”，输入
写入日志	的日志内容，打印出获取的第一个邮件的内容，例：mail[0].Body.ToString()，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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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获取附件和写入日志的邮件内容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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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邮件(Outlook)
将邮箱中收件箱的邮件移动至收件箱中指定的文件夹中。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邮件

邮箱地址：欲被移动的邮件的邮箱地址，如，	xxxx@encootech.com;	。
邮件：欲被移动的邮件列表。
目标文件夹：邮件被移至的邮箱中的目标文件夹。若为中文版	Outlook	填写“收件箱”，英文版则填写	"inbox";	若获取
inbox	下子级文件夹邮件，需使用	"\"	分隔，例如:	"inbox\客户邮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	获取邮件（Outlook）	组件至流程中。
2.	 配置	获取邮件（Outlook）	组件的属性。

获取封数：接收未读邮件的封数，如，	1	。
邮件文件夹：邮箱中，收取邮件所在文件夹的地址，如，	收件箱	。
邮箱地址：获取邮件的邮箱地址，如，	"xxxxn@encootech.com"	。
邮件：最终获取到的邮件列表变量，如，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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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获取邮件（Outlook）	组件下方，拖入一个	移动邮件（Outlook）	组件。

4.	 配置	移动邮件（Outlook）	组件的属性。

目标文件夹：期望将需要移动的邮件移至的目标文件夹，如，	"收件箱\temp"	。
邮件：获取到的邮件列表变量，如，	S	。
邮箱地址：期望将需要移动的邮件移至的目标收件箱地址，如，	xxxx@encootech.com	。

5.	 保存并运行流程。

6.	 查看流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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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邮件(Exchange)
使用	Exchange	服务发送邮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服务器

Exchange	版本	：选择	Exchange	版本
服务器	：发件人邮箱所属服务器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登录

域名	：输入域名；若为空则使用默认域名。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账号	：输入登录到	Exchange	账号。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密码	：输入	Exchange	账号的密码。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发件人

邮箱地址	：输入发件人邮箱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收件人

收件人	：邮件接收人邮箱地址。可写多个收件人，用分开分割即可；例如：【user1@encootech.com;
user2@encootech.com】。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抄送人	：发送邮件时的抄送人邮箱地址。可写多个收件人，用分开分割即可；例如：【user1@encootech.com;
user2@encootech.com】。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密件抄送	：发送邮件时的密件抄送人邮箱地址。可写多个收件人，用分开分割即可；例如：【user1@encootech.com;
user2@encootech.com】。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主题	：发送邮件的主题。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内容	：发送邮件的正文内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附件	：发送邮件的附件。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写多个附件地址，具体写法参考：new	List	(){"文件	1	路径",	"文件	2
路径"}
保存为草稿	：将编辑好的邮件保存到发件人草稿箱，不执行发送操作
HTML	格式	：说明邮件内容是否时	HTML	格式，若勾选后，则按照	HTML	格式处理邮件内容

转发

邮件	：指定欲转发的邮件。仅支持	System.Net.Mail.MailMessage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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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样例

1.	 拖入	发送邮件(Exchange)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输入	Exchange	账号和密码字符串，例：“××@encootech.com”和“×××”，输入邮箱服务地址字符串，例：“https://×××
service.outlook.cn/”	，输入收件人字符串，例：“××2@encootech.com”，输入邮件内容字符串，例：“云扩科技：发送邮件
（Exchange）”，输入邮件主题字符串，例："发送邮件（Exchange）"，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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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登录发件箱查看邮件是否发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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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邮件(Exchange)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服务器

Exchange	版本	：选择	Exchange	版本
服务器	：输入收件人邮箱所属服务器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

域名	：输入域名；若为空则使用默认域名。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箱地址	：输入收件人邮箱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箱密码	：输入收件人邮箱密码。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共享账号	：指定共享邮箱账号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文件夹	：指定获取邮件的文件夹。获取收件箱下邮件需填写英文	"inbox";	若获取	inbox	下子级文件夹邮件，需使用
"/"	分隔，例如:	"inbox/客户邮件"
获取封数	：获取邮件的封数。默认为	1

可选项

获取附件	：选择是否获取附件，默认为勾选即不获取附件。	勾选后则在获取邮件时同时获取附件。
标记为已读	：指定检测加密方法，默认为自动；选项包括：无、自动、SSL、STARTTLS、如果支持	STARTTLS	则使用
仅获取未读邮件	：默认获取所有类型邮件，若勾选则仅获取未读邮件

输出

邮件	：将获取到的邮件存储在此变量，变量类型为	List<	System.Net.Mail.MailMessage>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345



1.	 拖入	获取邮件(Exchange)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输入服务器字符串，例：“https://×××.outlook.cn”，输入	List	类型的变量到邮件，例：mail，输入邮箱地址，邮箱文件夹
和密码，例：“××@encootech.com”，“收件箱”和“×××	password”，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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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	写入日志	组件，输入	写入日志	的日志内容，打印出获取的第一个邮件的主题，例：mail	[0].Subject.ToString()，如下
图所示：	

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写入日志的邮件主题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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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邮件(SMTP)
使用	SMTP	服务发送邮件，同时可使用代理。自动检测加密方法，无需手动选择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服务器

服务器	：发件人邮箱所属服务器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端口号	：发送邮件时所经端口号。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代理	：发送邮件时若要使用代理，则填充此属性；格式为【服务器：端口号】。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发件人

邮箱地址	：使用此邮箱地址作为发件人，执行发送邮件操作。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密码	：发件人邮箱的密码。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

收件人	：邮件接收人邮箱地址。可写多个收件人，用分开分割即可；例如：【user1@encootech.com;
user2@encootech.com】。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抄送人	：发送邮件时的抄送人邮箱地址。可写多个收件人，用分开分割即可；例如：【user1@encootech.com;
user2@encootech.com】。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密件抄送	：发送邮件时的密件抄送人邮箱地址。可写多个收件人，用分开分割即可；例如：【user1@encootech.com;
user2@encootech.com】。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主题	：发送邮件的主题。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内容	：发送邮件的正文内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附件	：发送邮件的附件。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写多个附件地址，具体写法参考：new	List	(){"文件	1	路径",	"文件	2
路径"}，也可以点击	"..."	在弹窗中选择文件后自动生成
保存为草稿	：将编辑好的邮件保存到发件人草稿箱，不执行发送操作
HTML	格式	：说明邮件内容是否时	HTML	格式，若勾选后，则按照	HTML	格式处理邮件内容

可选项

安全连接	：指定检测加密方法，默认为自动；选项包括：无、自动、SSL、STARTTLS、如果支持	STARTTLS	则使用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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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发送邮件(SMTP)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输入发件人账号和密码字符串，例：“××@encootech.com”和“×××”，输入邮箱服务器字符串和端口，
例：“smtp.×××.outlook.cn”和	587	，输入收件人字符串，例：“××2@encootech.com”，输入邮件内容字符串，例：“云扩科
技：发送邮件（SMTP）”，输入邮件主题字符串，例："发送邮件（SMTP）"，如下图所示：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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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登录发件箱查看邮件是否发送成功：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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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邮件(POP3)
使用	POP3	服务获取邮件，同时可使用代理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服务器

服务器	：获取邮件的目标邮箱所属服务器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端口号	：获取目标邮箱邮件时所经端口号。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代理	：获取邮件时若要使用代理，则填充此属性；格式为【服务器：端口号】。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

邮箱地址	：获取此邮箱地址中的邮件。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密码	：获取邮件所属目标邮箱的密码。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获取封数	：获取邮件的封数。默认为	1

可选项

安全连接	：指定检测加密方法，默认为自动；选项包括：无、自动、SSL、STARTTLS、如果支持	STARTTLS	则使用

输出

邮件	：将获取到的邮件存储在此变量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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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获取邮件(POP3)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输入服务器字符串和端口号，例：“×××.outlook.cn”和	995，输入	List	类型的变量到邮件，例：mail，输入邮箱地址和密
码，例：“××@encootech.com”和“×××	password”，如下图所示：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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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	写入日志	组件，输入	写入日志	的日志内容，打印出获取的第一个邮件的主题，例：mail[0].Subject.ToString()，如下
图所示：	

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写入日志的邮件主题是否正确：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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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邮件(IMAP)
使用	IMAP	服务获取邮件，同时可使用代理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服务器

服务器	：获取邮件的目标邮箱所属服务器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端口号	：获取目标邮箱邮件时所经端口号。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代理	：获取邮件时若要使用代理，则填充此属性；格式为【服务器：端口号】。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

邮箱地址	：获取此邮箱地址中的邮件。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密码	：获取邮件所属目标邮箱的密码。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文件夹	：指定获取邮件的文件夹。获取收件箱下邮件需填写英文	"inbox";	若获取	inbox	下子级文件夹邮件，需使用
"/"	分隔，例如:	"inbox/客户邮件"
获取封数	：获取邮件的封数。默认为	1

可选项

安全连接	：指定检测加密方法，默认为自动；选项包括：无、自动、SSL、STARTTLS、如果支持	STARTTLS	则使用
仅获取未读邮件	：默认获取所有类型邮件，若勾选则仅获取未读邮件

输出

邮件	：将获取到的邮件存储在此变量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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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获取邮件(IMAP)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输入服务器字符串和端口号，例：“×××.outlook.cn”和	993，输入	List	类型的变量到邮件，例：mail，输入邮箱地址，邮
箱文件夹和密码，例：“××@encootech.com”，“inbox”和“×××	password”，如下图所示：	

匹配图片

355



3.	 拖入	写入日志	组件，输入	写入日志	的日志内容，打印出获取的第一个邮件的内容，例：mail[0].Body.ToString()，如下图
所示：	

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写入日志的邮件内容是否正确：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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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附件
将邮件中的附件保存到指定位置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邮件	：取此邮件变量中的附件，执行保存操作
文件夹路径	：附件保存位置。若出现同名文件则会报错；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路径不存在则自动新建。仅支持字符串
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	获取邮件(Outlook)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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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	List	类型的变量到邮件，例如：mail，输入邮件文件夹字符串，例：“收件箱”，输入邮件地址字符串，
例：“××@encootech.com”，如下图所示：	

3.	 拖入	保存附件	和	写入日志	组件，输入	保存附件	的邮件，因为	获取邮件(Outlook)	的输出邮件是一个	List，所以这边输
入的变量类型是	MailMessage，可以取	maillist	的第一个元素，例：mail	[0]，输入文件夹路径，例：“C:\云扩科技”，输入
写入日志	的日志内容，打印出获取的第一个邮件的内容，例：mail	[0].Body.ToString()，如下图所示：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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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获取附件和写入日志的邮件内容是否正确：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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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新建
打开一个	Office	Excel	工作簿并为	Excel	组件操作提供范围。该组件执行结束时，将关闭指定的工作簿和	Excel	应用程序（如果
在属性面板的"	输出"	提供了变量，则活动结束后不会关闭）。如果指定的文件路径不存在，在勾选"	新建文件"	属性时则会
新建一个新的	Excel	文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件路径	：要打开或者新建的	Excel	文件全路径（同时支持相对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密码	：打开受密码保护的工作簿所需的密码。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另存为	：将操作后的工作簿另存为。若提供的另存为全路径与原路径相同，则直接覆盖重写原工作簿。仅支持字符串变
量和字符串

新建文件	：勾选时，如果在指定路径下找不到工作簿则新建；不勾选时，如果在指定路径下找不到工作簿，则引发异常

自动保存	：勾选时，在组件运行内的每次更改都会自动保存工作簿；不勾选时，在该组件运行结束后将不保存更改
只读	：以只读模式打开指定工作簿
可视	：勾选时，工作簿将在可视化状态下进行操作；不勾选时，所有操作将在后台进行，不可视
启用宏	：勾选后，实现工作簿的"	启用宏"	效果。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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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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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	读取单元格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单元格名称，新建变量	"cellContent"	类型为	String，用来存放
单元格内容：	

4.	 拖入	写入单元格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单元格名称，填写要写入的变量，这里使用	"cellContent"。
也就是使用	A1	的内容写入	A2：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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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运行，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	查看	A1	的内容已经写入	A2：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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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单元格
获取工作簿单元格内数据并可存储在变量中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目标单元格所在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读取数据的目标单元格。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数据	：将读取到的目标单元格内数据存储在此变量内

可选项

保留格式	：勾选时，将同时读取目标单元格的数据内容和数据格式（例如：货币，日期等），并在作为"	写入单元格"	的
输入时，同时保持此数据格式；不勾选时，在"	写入单元格"	时使用默认"	常规"	数据格式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364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365



拖入	读取单元格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单元格名称，新建变量	"cellContent"	类型为	String，用来存放
单元格内容：	

拖入	写入单元格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单元格名称，填写要写入的变量，这里使用	"cellContent"。
也就是使用	A1	的内容写入	A2：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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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运行，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	查看	A1	的内容已经写入	A2：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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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区域
获取工作簿内单元格区域数据并存储在数据表变量内。若单元格区域未指定，则默认读取整表。（可通过变量连接输入实现
读取"	行，列，区域，工作表"	功能）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目标单元格区域所在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区域	：读取数据的目标单元格区域。若单元格区域未指定，则默认读取整表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数据	：将读取到的目标区域内数据存储在此变量内。仅支持数据表变量

可选项

保留格式	：勾选时，将同时读取目标单元格区域的数据内容和数据格式（例如：货币，日期等），并在作为"	写入区域"
的输入时，同时保持此数据格式；不勾选时，在"	写入区域"	时使用默认"	常规"	数据格式
使用筛选	：勾选时，将不读取指定区域内超出过滤范围的数据；不勾选时，将同时读取指定区域内所有数据，包括超出
过滤范围的数据
添加列头	：勾选时，将工作表第一行作为新生成数据表的列头；不勾选时，新生成数据表的列头默认为"	1，2，3…"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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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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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	读取区域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1”，填写读取区域范围“A1：D3”，新建变量	"datatable"	类型为
datatable，用来存放区域内所有单元格的内容：	

4.	 拖入	写入区域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2”，填写写入区域范围“A1：D3”，填写要写入的变量，这里使
用	"datatable"。也就是使用“sheet1”的“A1：D3”的内容写入“sheet2”的“A1：D3”：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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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运行，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	查看	sheet1	区域范围“A1：D3”的内容已经写入	sheet2	的“A1：D3”	内：	

匹配图片

371



读取行/列数据
读取指定工作表中的某一列或某一行，将读取到的内容保存在数组中并可输出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读取的目标行或列所在的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读取行/列	：指定组件操作为读取行或者为读取列。该选项为下拉选框（行，列），默认为行
起始单元格	：读取行或列时的起始单元格。将从此单元格开始，结合“读取行/列”属性所选择的行或列，来横向或者竖向
读取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数组	：将读取到的数据存储在此变量

可选项

保留格式：勾选时，将同时读取目标单元格的数据内容和数据格式（例如：货币，日期等），并在作为	"写入单元格"	等
写入组件的输入时，同时保持此数据格式；不勾选时，在写入时使用默认	"常规"	数据格式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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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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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	读取行/列数据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1”，填写起始单元格“A1”，新建变量	"row"	类型为	Object
[]	用来存放本	行	所有单元格的内容，读取行/列默认选择行：	

4.	 拖入	读取行/列数据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1”，填写起始单元格“A1”，新建变量	"col"	类型为	Object	[]
用来存放本	列	所有单元格的内容，读取行/列选择列：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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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拖入	写入行/列数据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2”，填写起始单元格“A1”，填写类型为	Object	[]	变量
"row"	用来填充本	行	内容，读取行/列默认选择行：	

6.	 拖入	写入行/列数据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2”，填写起始单元格“A1”，填写类型为	Object	[]	变量	"col"
用来填充本	列	内容，读取行/列默认选择列：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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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运行，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	查看	Sheet1	第一行的内容从	A1	开始已经写入	sheet2	的第一行，Sheet1	第一列的内容
从	A1	开始已经写入	sheet2	的第一列：	

匹配图片

376



写入单元格
使用组件，写入数据到	Excel	文件中的指定单元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	：写入单元格内的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传入"	读取单元格"	的输出变量，实现复制粘贴效果，同时保持复制源的数据格式。

目标

单元格	：写入数据的目标单元格地址。可输入单元格或区域.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当输入区域时，则在指定区域
每一个单元格内输入相同数据。
工作表	：写入数据的目标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若指定工作表不存在，则在	Excel	文件中新建该工作
表。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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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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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	读取单元格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单元格名称，新建变量	"cellContent"	类型为	String，用来存放
单元格内容：	

4.	 拖入	写入单元格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单元格名称，填写要写入的变量，这里使用	"cellContent"。
也就是使用	A1	的内容写入	A2：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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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运行，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	查看	A1	的内容已经写入	A2：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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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区域
写入数据表数据到工作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写入工作表内的数据表数据。可传入"	读取区域"	的输出变量，实现复制粘贴效果。仅支持数据表变量

目标

开始单元格	：数据表数据开始写入的单元格地址。若为单元格地址，则从指定单元格为起始写入数据表；若为单元格区
域，则只填充数据到指定区域。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工作表	：写入数据表数据的目标工作表。若指定工作表不存在则自动新建。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添加列头	：勾选时，数据表列头也将写进工作表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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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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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入	读取区域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1”，填写读取区域范围“A1：D3”，新建变量	"datatable"	类型为
datatable，用来存放区域内所有单元格的内容：	

拖入	写入区域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2”，填写写入区域范围“A1：D3”，填写要写入的变量，这里使
用	"datatable"。也就是使用“sheet1”的“A1：D3”的内容写入“sheet2”的“A1：D3”：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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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运行，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	查看	A1	的内容已经写入	A2：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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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行/列数据
横向或纵向写入数据到工作表中，支持自定义起始单元格地址执行写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写入行/列	：写入数据的模式选择（横向写入数据或纵向写入数据）。选择"	横向写入数据"	后，则取用户指定的起始单
元格地址，开始横向写入数据；选择"	纵向写入数据"	后，则取用户指定的起始单元格地址，开始纵向写入数据
数据	：写入工作表内的数据，例如：new	object	[]{"value1",	"value2",	"value3"}	向指定的行/列插入	3	个值	value1,	value2,
value3

目标

工作表	：写入数据的目标工作表。若指定工作表不存在则自动新建。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起始单元格	：写入数据的开始单元格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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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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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	读取行/列数据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1”，填写起始单元格“A1”，新建变量	"row"	类型为	Object
[]	用来存放本	行	所有单元格的内容，读取行/列默认选择行：	

4.	 拖入	读取行/列数据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1”，填写起始单元格“A1”，新建变量	"col"	类型为	Object	[]
用来存放本	列	所有单元格的内容，读取行/列选择列：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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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拖入	写入行/列数据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2”，填写起始单元格“A1”，填写类型为	Object	[]	变量
"row"	用来填充本	行	内容，读取行/列默认选择行：	

6.	 拖入	写入行/列数据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2”，填写起始单元格“A1”，填写类型为	Object	[]	变量	"col"
用来填充本	列	内容，读取行/列默认选择列：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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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运行，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	查看	Sheet1	第一行的内容从	A1	开始已经写入	sheet2	的第一行，Sheet1	第一列的内容
从	A1	开始已经写入	sheet2	的第一列：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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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填充
从源单元格区域自动填充数据到目标区域。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执行填充操作的目标工作表。若指定工作表不存在则报错。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填充区域	：欲将源数据自动填充的目标区域
源区域	：进行填充操作的源单元格区域

操作样例
1.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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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3.	 拖拽	自动填充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源区域	"A1:	C3"。填充区域，请注意支持横向填充	"A1:	I3"，
或者是纵向填充	"A1:	C9",	必须包含源区域，不支持同时横向和纵向填充：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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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运行成功。打开	Excel，横向填充成功：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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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数据
对指定工作表进行删除操作。可实现删除"	单元格，整行，整列，区域，工作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执行删除操作的目标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删除操作的目标单元格地址。若只需删除单个单元格内数据，则填充此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区域	：删除操作的目标单元格区域。若需删除区域数据，则填充此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行	：删除整行数据。若需删除整行数据，则填充此项（例：1，即删除第一行）。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列	：删除整列数据。若需删除整列数据，则填充此项（例：1，即删除第一列）。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删除整表	：勾选时，删除指定工作表

注意：

上述"	输入"	六项，除"	工作表"	外，剩余五项必须五选一且互斥。

可选项

移动单元格	：勾选时，删除数据同时将移动单元格，移动模式以"	用户选择为准；不勾选时，仅删除文本且不清空格式
移动模式	：当勾选"	移动单元格"	时，下拉此项选择单元格的移动模式。具体效果实现同	Office	Excel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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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3.	 拖拽	删除数据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单元格名称，如果不勾选可选项直接删除单元格；如果勾选
可选项，勾选移动单元格，选择移动模式整行，运行成功后会删除	"A1"	所在的行。区域的操作同单元格。输入项除“工
作表”外其余五项只能选一个，且正确填写：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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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行号，如果不勾选可选项直接删除行；如果勾选可选项，勾选移动单元格，运行成功删除行后下面
的行整体上移；列的操作同行：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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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写	sheet	名称，勾选删除整表，运行成功后删除整个	sheet：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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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末行号
获取工作表或指定列有数据区域的最后一行行号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获取末行号操作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列号	：获取末行号的所属列索引（例：1，即获取第一列的末行号）。当此项为空时，取整表数据区域最后一行行号。
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末行号	：将取到的末行号存储在此整型变量内。

操作样例
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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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3.	 拖入	获取末行号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要获取的列号，新建变量	"rowNum"	类型为	Int32，用来存放
行号：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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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运行成功：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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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末列号
获取工作表或指定行有数据区域的最后一列列号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获取末列号操作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行	：获取末列号的所属行索引（例：1，即获取第一行的末列号）。当此项为空时，取整表数据区域最后一列列号。仅
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末列号(数字)	：输出获取的数字末列号。仅支持整型变量

末列号(字母)	：输出获取的字母末列号。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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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3.	 拖入	获取末列号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要获取的行号，新建变量	"colNum"	类型为	Int32	用来存放数
字类型的行号。新建变量	"colNumS"	类型为	String	用来存放字符串类型的行号。使用写入日志组件打印数字类型的行号
和字符串类型的行号：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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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运行成功。打印数字类型的行号和字符串类型的行号成功：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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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所有工作表名
获取工作簿内所有工作表名称。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出

工作表名称	：工作簿内所有工作表名存储到此变量。可结合循环组件输出或使用工作表名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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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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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拽	获取所有工作表名	组件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	

5.	 拖拽	循环操作（For	Each）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拖拽	写入日志	到	循环操作（For	Each）	组件中，填入变量：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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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成功后，日志打印所有	sheet	名称：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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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公式
向单元格插入公式，并填充公式运行后的结果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插入公式的目标单元格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执行插入公式操作的目标单元格，即接收执行公式的结果，支持区域。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公式	：插入的公式。支持两种写法：含公式名（例：SUM(A1,	A2)），不含公式名（A1+A2）；两种写法均可省略等
号。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执行结果	：将公式执行结果存储在此变量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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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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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拽	插入公式组件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工作表名称，单元格名称和公式：	

5.	 运行成功后，sheet1	的	A2	中插入公式“SUM(A1:	D1)”：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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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图片
指定单元格插入图片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插入图片的目标单元格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被插入图片的目标单元格，支持区域。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图片路径	：指定插入图片的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高度(像素)	：输入被插入图片的高度，单位为像素，为空则使用图片原高度。仅支持	Float	变量和字符串
宽度(像素)	：输入被插入图片的宽度，单位为像素，为空则使用图片原高度。仅支持	Float	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存放在本地。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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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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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拽	插入图片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工作表名称，单元格名称和图片路径：	

5.	 运行成功后，sheet1	的	B2	中插入图片：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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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对某列进行排序，提供"	升序，降序"	两种排序模式。工作表内所有行数据随之改变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方式：指定文本的排序方式。
常规：默认值。分别对数字和文本数据进行排序。
文本作为数字型数据：将文本作为数字型数据进行排序。

工作表	：执行排序的目标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列号	：对此列进行排序操作。填入列索引（例：1，即对第一列进行排序）。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顺序	：下拉框选择排序模式为升序或降序

可选项

开始行号	：执行开始排序的行号。若为空则默认从第一行开始执行排序。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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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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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4.	 拖拽	排序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	sheet	名称	"sheet2"，填写需要排序的列	1，填写开始的行	1：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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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	查看第	1	列从第	1	行开始已经按照升序排列：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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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
设置"	筛选向导"	中的条件，并依此对工作表进行条件筛选，同时将符合筛选条件的结果应用到工作表内。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执行筛选的目标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列号	：执行筛选的目标列。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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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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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拽	筛选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	sheet	名称，填写列号，填写筛选条件：	

5.	 点击运行，运行后打开	Excel	查看筛选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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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
在特定单元格区域内查找给定值，并返回第一个查找到的单元格地址。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
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执行查找操作的目标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区域	：查找操作的目标单元格区域。为空时，默认查找全表
查找内容	：取此值进行查找。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匹配大小写：匹配查找内容大小写。
单元格匹配：精确完整匹配单元格内容。

输出

单元格地址	：将查找到的第一个单元格地址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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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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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4.	 拖拽	排序	和	写入日志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	sheet	名称	"sheet2"，填写搜索区域，填写搜索的关键字“100”：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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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成功后，输出面板打印关键字所在的位置：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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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
该组件实现在指定	Office	Excel	工作表的指定单元格范围内，输入查找的内容并替换为新内容。

说明：

该组件需在	Office	Excel	的	打开/新建	组件内进行使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单元格匹配：默认不勾选；勾选后需完整匹配单元格内容，相当于精确完整匹配单元格的内容。
匹配大小写：默认不勾选；勾选后需匹配内容大小写。
替换方式：下拉选择替换方式，支持“全部替换”和“替换第一个”。

全部替换（默认）：替换查找的所有内容。
替换第一个：仅替换查找的第一个。

输入

工作表：执行查找操作所在的工作表；可接变量。
区域：执行替换操作的单元格区域。当此项为空时，默认查找全表。可填单个单元格；可接变量。
查找内容：需要查找的内容；可接变量。
替换为：需要替换的新内容；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将一个名叫	test	的	Excel	中的“语”字替换为“文”字。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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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一个	Office	Excel	中的	打开/新建	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的空白处，选择本地电脑上已准备的需要替换内容的	Excel	文件。
3.	 在	打开/新建	组件内，拖入一个	替换	组件。
4.	 配置	替换	组件的属性，如下图所示。

工作表：输入需要查找替换的工作表名称，如，"Sheet1"
区域：输入需要查找的内容所在的区域，如，"A1:	A4"
查找内容：输入指定的查找区域中需要查找的内容，如，"语"
替换为：输入指定的查找区域中需要查找的内容，如，"文"

5.	 保存并运行流程。

6.	 待流程执行结束后，手动打开	Excel	文件查看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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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重
对指定工作表区域去除重复值,	保留第一非空行数据，删除剩余行内容。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
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执行去重操作的目标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区域	：欲去重的单元格区域。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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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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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拽	去重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	sheet	名称	"sheet2"，填写去重区域：	

5.	 运行成功后，在区域内删除重复的单元格内容：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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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单元格背景色
提取指定单元格的背景色，并返回十六进制值。同时可使用返回值作为"	设置单元格背景色"	的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指定目标单元格所属工作表名称。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提取背景色的目标单元格，不支持单元格区域（填入区域时将无法执行）。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颜色	：输出指定单元格背景色，例如	"#FFFFFF"。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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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3.	 拖入	获取单元格背景色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1”，填写单元格名称“A1”，新建变量	"color"	类型为
String，属性面板颜色配置变量	"color"：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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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对应的单元格或者区域颜色设置成功：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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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单元格背景色
对指定单元格进行填充背景色(16	进制颜色码)操作。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指定目标单元格所属工作表名称。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指定填充颜色的目标单元格，可填入单元格地址(如，"A1")或单元格区域（如，"A1：C10"）。此处不可为
空，否则运行失败
颜色	：指定填充色(16	进制颜色码)；支持手动输入和从拾色器选择；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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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3.	 拖入	设置单元格背景色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1”，填写单元格名称“A1”或者是区域“A1：D3”，点击
组件右下角颜色选择器，选择一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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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件颜色选择器点击高级	tab，拖动或者填写颜色编码：	

5.	 组件属性面板点击颜色，直接输入颜色编码：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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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运行，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对应的单元格或者区域颜色设置成功：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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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文字颜色
对指定单元格的内容设置颜色。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指定目标单元格所属工作表名称。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指定设置颜色的目标单元格，可填入单元格地址或单元格区域。此处不可为空，否则运行失败
颜色	：指定颜色(16	进制颜色码)；支持手动输入和从拾色器选择；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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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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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拽	设置文字颜色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	sheet	名称	"sheet2"，填写单元格名称	"A1"，点击颜色选择框，选择颜
色：	

5.	 点击颜色选择框，点击高级，拖动滑块或者直接填写编码选择需要的颜色：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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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颜色输入框，直接输入颜色编码：	

7.	 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看到	A1	的字体颜色变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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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工作表
隐藏工作簿内指定的工作表名称。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指定隐藏的工作表名称。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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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442



4.	 拖拽	隐藏工作表	组件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	sheet	名称“sheet2”：	

5.	 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	查看，sheet2	已经被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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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工作表
在工作簿内插入指定的工作表。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插入模式	：包括两种模式：新建工作表，复制工作表。新建工作表模式指将在工作簿中创建一个新的工作表并插入到指
定位置。复制工作表模式指将在工作簿中复制已有工作表副本并插入到指定位置。
插入位置	：指定插入工作表的位置。例如“1”，即插入工作表的位置为第一个。当为空时，默认插入到最后；超过最大
位置，则默认插入到最后
新工作表名称	：欲插入的新工作表名
源工作表名	：欲复制的工作表名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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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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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拽	插入工作表	组件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插入模式选择复制工作表，插入位置	2，新工作表名称“sheetNew”，填写源
工作表名称“sheet1”：	

5.	 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	查看，工作表“sheetNew”插入到第一个位置并且复制“sheet1”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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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行/列
向指定工作表中插入任意行或列。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指定将要插入行或列的工作表名称
插入模式	：选择插入行/列
插入行/列数	：欲插入行/列的数量。值为整型
起始位置	：欲在工作表中插入行/列的起始位置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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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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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拽	插入行/列	组件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输入插入行/列数，插入模式选择“插入行”，填写工作表名称和起始位置；插
入列操作同插入行：	

5.	 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	查看，在	sheet1	第	3	行插入空行	2	行：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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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单元格合并
对指定单元格区域已合并的单元格进行拆分，拆分后的值显示在左上角第一个单元格内。

说明：

此组件仅可在"打开/新建"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指定欲进行取消合并单元格操作所属工作表名称。
单元格	：指定欲进行取消合并的单元格区域，可接变量。

输出

值	：取消合并后单元格内显示的值。

操作样例

1.	 准备一份待取消单元格合并的	Excel	文件数据。
2.	 拖入一个Office	Excel	>	打开/新建组件至流程中。
3.	 双击Office	Excel	>	打开/新建组件的空白处，选择需要取消单元格合并的数据所在	Excel	文件。
4.	 在Office	Excel	>	打开/新建组件中，拖入一个取消单元格合并组件。
5.	 配置取消单元格合并组件的属性参数。

工作表：输入待取消单元格合并的数据所在的工作表，如，"Sheet1"
单元格：输入待取消单元格合并的数据所在单元格，如，"A14"

6.	 保存并运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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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单元格
对指定单元格区域进行合并操作。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指定欲进行合并单元格操作所属工作表名称
区域	：指定欲进行合并单元格区域

输出

合并值	：合并后单元格的值。若合并单元格区域中只有一个值，则默认输出此唯一值；	若合并单元格区域中有多个值，
则输出第一个非空单元格中的值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匹配图片

451



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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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拽	合并单元格	和	写入日志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	sheet	名称	"sheet2"，填写合并的区域	"A1:	A3"，新建	String	类
型的变量	merge，配置在合并值中；把合并值配置到写入日志的内容中：	

5.	 点击运行，运行后打开	Excel	查看单元格合并的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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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出中打印合并后的标题：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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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宏
执行外部宏文件或者	XLSM	格式的内部宏，支持实参传递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宏文件路径	：执行此外部宏文件。为空时，默认执行工作表内部宏
Sub/Function	名	：执行宏的方法名。内部宏和外部宏均需填充此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传入实参	：传入宏文件的实参

输出

返回值	：将宏执行后返回的值存储在此变量，前提为执行宏后有返回值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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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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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拽	执行宏	组件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选择宏文件路径，填写方法名	"GetFirstNSheetNames"，定义	Object	类型的变量
"names"，传入实参“new	List	{6}”，填写返回值	names：	

5.	 拖拽	循环操作（For	Each）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拖拽	写入日志	到	循环操作（For	Each）	组件中，填入转换后的变
量“(string	[])names”：	

6.	 运行成功后，日志打印所有	sheet	名称。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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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宏文件供参考：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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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透视表
此组件可实现在	Excel	中创建透视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数据源

源工作表	：输入数据源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源表名	：输入数据源中的表名（和“源区域”属性互斥，二选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源区域	：输入数据源中的区域（和“源表名”属性互斥，二选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目标位置

目标工作表	：输入创建的透视表所在目标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目标区域	：输入创建的透视表所在目标区域。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透视表名称	：输入创建的透视表名称。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说明：

在“创建透视表”弹窗中，需指定透视表字段，需输入字母列号，例如：在“筛选”中输入“A,	B”，则创建的透视表以	A
列和	B	列作为筛选列.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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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如下：	

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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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4.	 拖拽	创建透视表	组件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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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创建透视表向导，填写源工作表“sheet1”，区域	"A1:	D11"；填写目标工作表“sheet1”，目标区域	"F1:	H11"，透视表
名称	"销售统计"；填写透视表字段如下：	

6.	 运行成功后，在目标区域生成如下透视表：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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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透视表
此组件可实现刷新指定透视表的数据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透视表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透视表名	：输入透视表名称。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透视表	"销售统计",	详情见	新建透视表

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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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4.	 拖拽	刷新透视表	组件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工作表名称	"sheet1"，填写透视表名称	"销售统计"：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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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改	excel	中收入列：	

6.	 运行成功后，透视表汇总项已经更新：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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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密码
对	Excel	文件进行增加、更新或去除密码。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密码	：若为空则去除当前	Excel	文件密码；若不为空则对	Excel	文件增加或更新密码。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不设置密码。

2.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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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4.	 拖拽	重置密码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密码“123456”：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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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成功后，打开	excel，需要输入密码。输入	123456	后，正常打开：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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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在"	打开/新建"	组件内使用，保存当前工作簿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拽	打开/新建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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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并点击	...	选择本地	Excel	文档：	

3.	 拖拽	保存	到	打开/新建	组件中，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不选择自动保存时，使用该组件保存修改：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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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新建
打开一个	WPS	Excel	工作簿并为	Excel	组件操作提供范围。该组件执行结束时，将关闭指定的工作簿和	Excel	应用程序（如果
在属性面板的"	输出"	提供了变量，则活动结束后不会关闭）。如果指定的文件路径不存在，在勾选"	新建文件"	属性时则会
新建一个新的	Excel	文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件路径	：要打开或者新建的	Excel	文件全路径（同时支持相对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新建文件	：勾选时，如果在指定路径下找不到工作簿则新建；不勾选时，如果在指定路径下找不到工作簿，则引发异常

可选

另存为	：将操作后的工作簿另存为。若提供的另存为全路径与原路径相同，则直接覆盖重写原工作簿。仅支持字符串变
量和字符串

自动保存	：勾选时，在组件运行内的每次更改都会自动保存工作簿；不勾选时，在该组件运行结束后将不保存更改

只读	：以只读模式打开指定工作簿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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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勾选是否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或者新建的	Excel	文件，并配置所需选项内容:	

2.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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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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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单元格
获取工作簿单元格内数据并可存储在变量中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目标单元格所在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目标单元格。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数据	：输出读取的目标单元格内数据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在	A1	处填入需要被读取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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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读取单元格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工作表和单元格位置，在输出数据中写入变量来
接收读取的内容: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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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入	写入日志	组件，来显示读取单元格的内容:	

5.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476



读取区域
获取工作簿内单元格区域数据并存储在数据表变量内。若单元格区域未指定，则默认读取整表。（可通过变量连接输入实现
读取"	行，列，区域，工作表"	功能）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目标单元格区域所在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区域：目标单元格区域。若单元格区域未指定，则默认读取整表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数据表：将读取到的目标区域内数据存储在此变量内。仅支持数据表变量

可选项

添加列头：勾选时，将工作表第一行作为新生成数据表的列头；不勾选时，新生成数据表的列头默认为"	1，2，3…"
使用筛选：勾选时，将不读取指定区域内超出过滤范围的数据；不勾选时，将同时读取指定区域内所有数据，包括超出
过滤范围的数据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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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在	A1:	B7	处填入需要被读取的值:	

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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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读取区域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工作表和区域范围，在输出数据中写入变量来接收
读取的内容:	

4.	 拖入	预览数据表	组件，来预览读取区域的数据表内容: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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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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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行/列数据
读取指定工作表中的某一列或某一行，将读取到的内容保存在数组中并可输出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	读取的目标行或列所在的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读取行/列	：	指定组件操作为读取行或者为读取列。该选项为下拉选框（行，列），默认为行
起始单元格	：	读取行或列时的起始单元格。将从此单元格开始，结合“读取行/列”属性所选择的行或列，来横向或者竖
向读取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数据	：	输出数组类型的数据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在	A1:	B7	处填入需要被读取的值:

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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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读取行/列数据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工作表和起始单元格位置，在右侧配置输入中
选择读取行，在输出数据中写入变量来接收读取的内容:

4.	 拖入另外一个	读取行/列数据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工作表和起始单元格位置，在右侧配置输入中选择读取列，
在输出数据中写入变量来接收读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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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拖入	写入日志	组件，来显示需要获取的行和列的内容:

6.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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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单元格
写入数据到指定单元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	：写入单元格内的数据。可传入"	读取单元格"	的输出变量，实现复制粘贴效果，同时保持复制源的数据格式。仅支
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写入数据的目标单元格地址。可输入单元格或区域，当输入区域时，则在指定区域每一个单元格内输入相同数
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工作表	：写入数据的目标工作表。若指定工作表不存在则自动新建。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勾选是否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或者新建的	Excel	文件，并配置所需选项内容:

2.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写入单元格	组件，设置工作表名称、单元格位置以及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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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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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区域
写入数据表数据到工作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写入工作表内的数据表数据。可传入"	读取区域"	的输出变量，实现复制粘贴效果。仅支持数据表变量

开始单元格	：数据表数据开始写入的单元格地址。若为单元格地址，则从指定单元格为起始写入数据表；若为单元格区
域，则只填充数据到指定区域。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工作表	：写入数据表数据的目标工作表。若指定工作表不存在则自动新建。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添加列头	：勾选时，数据表列头也将写进工作表

操作样例

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勾选是否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或者新建的	Excel	文件，并配置所需选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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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搭建数据表	组件，并点击	"点击打开'数据表搭建器'"	设置数据表内容，将数据表输出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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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	写入区域	组件，配置工作表名称、起始单元格位置以及输入的数据表(类型为	datatable)，右边配置选项中可以勾选
是否添加列头，如果勾选则会将	datatable	的列名称也写入到	excel	中，反之则不会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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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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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行/列数据
横向或纵向写入数据到工作表中，支持自定义起始单元格地址执行写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写入行/列	：写入数据的模式选择（横向写入数据或纵向写入数据）。选择"	横向写入数据"	后，则取用户指定的起始单
元格地址，开始横向写入数据；选择"	纵向写入数据"	后，则取用户指定的起始单元格地址，开始纵向写入数据
数据	：写入工作表内的	IEnumerable\<	Object\>	数据。可输入空格

目标位置

工作表	：写入数据的目标工作表。若指定工作表不存在则自动新建。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起始单元格	：写入数据的开始单元格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勾选是否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或者新建的	Excel	文件，并配置所需选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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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2	个	写入行/列数据	组件，分别配置工作表名称、起始单元格位置、数据内容以及分别设置写
入方式为横向写入数据和纵向写入数据:

3.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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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数据
对指定工作表进行删除操作。可实现删除"	单元格，整行，整列，区域，工作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执行删除操作的目标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删除操作的目标单元格地址。若只需删除单个单元格内数据，则填充此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区域	：删除操作的目标单元格区域。若需删除区域数据，则填充此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行	：删除整行数据。若需删除整行数据，则填充此项（例：1，即删除第一行）。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列	：删除整列数据。若需删除整列数据，则填充此项（例：1，即删除第一列）。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删除整表	：勾选时，删除指定工作表

注意：	上述"	输入"	六项，除"	工作表"	外，剩余五项必须五选一且互斥

可选

移动单元格	：勾选时，删除数据同时将移动单元格，移动模式以"	用户选择为准；不勾选时，仅删除文本且不清空格式
移动模式	：当勾选"	移动单元格"	时，下拉此项选择单元格的移动模式。具体效果实现同	Office	Excel

操作样例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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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在	A1:	B7	处填入需要被读取的值:	

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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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删除数据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工作表和列号:	

4.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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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末行号
获取工作表或指定列有数据区域的最后一行行号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获取末行号操作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列	：获取末行号的所属列索引（例：1，即获取第一列的末行号）。当此项为空时，取整表数据区域最后一行行号。仅
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末行号	：将取到的末行号存储在此整型变量内。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在	A1:	B8	处填入需要被读取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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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获取末列号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并配置工作表名称和行号，输出的列号赋值给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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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入	获取末行号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并配置工作表名称和列号，输出的行号赋值给变量:	

5.	 拖入	写入日志	组件，来显示读取行号和列号的内容: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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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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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末列号
获取工作表或指定行有数据区域的最后一列列号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获取末列号操作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行	：获取末列号的所属行索引（例：1，即获取第一行的末列号）。当此项为空时，取整表数据区域最后一列列号。仅
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末	列	号	：将取到的末列号存储在此整型变量内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在	A1:	B8	处填入需要被读取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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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获取末列号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并配置工作表名称和行号，输出的列号赋值给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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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入	获取末行号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并配置工作表名称和列号，输出的行号赋值给变量:	

5.	 拖入	写入日志	组件，来显示读取行号和列号的内容: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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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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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所有工作表名
获取工作簿内所有工作表名称。此组件仅可在"	打开/新建"	组件中使用，默认取其工作簿，无需再次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出

工作表名称	：工作簿内所有工作表名存储到此变量。可结合循环组件输出或使用工作表名

操作样例
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勾选是否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或者新建的	Excel	文件，并配置所需选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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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获取所有工作表名	组件，设置一个变量来接收输出的工作表名称:	

3.	 拖入	循环操作	组件，设置循环体为步骤	2	中获取的工作表名称的变量，然后拖入	写入日志	组件到	循环操作	组件中，设
置打印内容为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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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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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工作表
将工作簿内指定工作表隐藏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	需要隐藏的目标工作表名称。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	

匹配图片

507



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隐藏工作表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工作表名称: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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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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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工作表
插入新的工作表到工作簿中，可实现新建工作表插入到指定位置，和复制已有工作表插入到指定位置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新工作表名称	：插入的新工作表名称。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插入位置	：将新工作表插入到的目标位置。例如"	1"，即插入工作表的位置为第一个。当为空时，默认插入到最后。仅
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模式	：插入工作表时的模式选择。含两项：新建工作表，复制工作表
源工作表名	：若模式选择"	复制工作表"，此项为必填项，将取此工作表并复制到新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勾选是否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或者新建的	Excel	文件，并配置所需选项内容: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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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插入工作表	组件，并设置插入位置和新工作表名称:	

3.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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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公式
向单元格插入公式，并填充公式运行后的结果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插入公式的目标单元格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执行插入公式操作的目标单元格，支持区域。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公式	：插入的公式。支持两种写法：含公式名（例：SUM(A1,	A2)），不含公式名（A1+A2）；两种写法均可省略等
号。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执行结果	：将公式执行结果存储在此变量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并在	Sheet1	的	A1-E1	单元格中分别填写数字	10，11，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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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插入公式	组件，分别填写工作表和单元格位置，以及公式内容: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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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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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对某列进行排序，提供"	升序，降序"	两种排序模式。工作表内所有行数据随之改变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执行排序的目标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列号	：对此列进行排序操作。填入列索引（例：1，即对第一列进行排序）。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顺序	：下拉框选择排序模式为升序或降序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在	A1:	B7	处填入需要被读取的值:

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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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排序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工作表和列号，设置排序规则为降序:

4.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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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流程中	排序	组件的排序规则设置排序规则为升序:

6.	 再次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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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
设置"	筛选向导"	中的条件，并依此对工作表进行条件筛选，同时将符合筛选条件的结果应用到工作表内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执行筛选的目标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列号	：执行筛选的目标列。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在	A1:	B8	处填入需要被读取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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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筛选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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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双击	"筛选向导"	按钮，并配置筛选条件:	

5.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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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
在特定单元格区域内查找给定值，并返回第一个查找到的单元格地址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执行查找操作的目标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区域	：查找操作的目标单元格区域。为空时，默认查找全表
查找内容	：取此值进行查找。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单元格地址	：将查找到的第一个单元格地址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在	A1:	B7	处填入需要被读取的值:

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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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查找	组件至	打开/新建	组件中，填写工作表和起始单元格位置以及需要查找的内容，将输出
的单元格地址赋值给变量:

4.	 拖入	写入日志	组件，来显示需要获取单元格地址的内容: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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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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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单元格背景色
提取指定单元格的背景色，并返回十六进制值。同时可使用返回值作为"	设置单元格背景色"	的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目标单元格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提取背景色的目标单元格，不支持单元格区域（填入区域时将无法执行）。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颜色	：将指定单元格背景色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并在	Sheet1	的单元格	C7	和	D7	中分别设置背景色为黄色和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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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2	个	获取单元格背景色	组件，分别填写工作表和单元格位置，以及输出的颜色的变量:	

匹配图片

526



4.	 拖入	写入日志	组件，来显示读取单元格颜色的内容:	

5.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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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单元格背景色
对指定单元格进行填充背景色操作。提供拾色器辅助色号的填写，同时可填入"	获取单元格背景色"	的输出变量作为指定单元
格的背景色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目标单元格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单元格	：填充颜色的目标单元格，可填入单元格地址或单元格区域。此处不可为空，否则运行失败
颜色	：取此值作为填充色。可手动输入或使用拾色器辅助

操作样例
1.	 新建一个	Exce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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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不勾选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的	Excel	文件路径:

3.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设置单元格背景色	组件，填写工作表和单元格位置以及需要设置的颜色代码:

举例：红色为#FF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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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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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单元格
将指定区域内单元格合并，并返回合并后的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表	：合并区域所属工作表。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区域	：执行合并操作的目标区域。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合并值	：将合并后单元格内显示的值存储在此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	打开/新建	组件，勾选是否新建文件，再填入需要打开或者新建的	Excel	文件，并配置所需选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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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	打开/新建	组件，拖入	合并单元格	组件，并设置工作表名称和合并区域:	

3.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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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文件
可实现对多个	PDF	文件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原文件路径	：输入或选择欲被合并的文件路径列表；点击	"..."	打开弹窗选择文件后可自动生成文件列表数组。可接
IEnumerable	类型变量和对象，例如：数组或集合
新文件路径	：对此列进行排序操作。填入列索引（例：1，即对第一列进行排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文件同名替换	：指定是否替换新文件所在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	合并文件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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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选定	pdf	文件（在弹框中一次选多个），例："D:\滴滴电子发票	(1).pdf",	"D:\滴滴电子发票.pdf"，如下图所示：	

3.	 生成新文件为	"D:\滴滴电子发票（2）.pdf"，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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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为新文档
可实现获取指定	PDF	文件中的数据并写入到新文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件路径	：输入欲被提取数据的	PDF	文件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新文件路径	：输入提取数据后写入的新文件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开始页码	：输入被读取数据的	PDF	文件开始页码。可接整型类型变量和整型
结束页码	：输入被读取数据的	PDF	文件结束页码。可接整型类型变量和整型

可选项

文件同名替换	：指定是否替换新文件所在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	提取为新文档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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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提取为新文档，选取	pdf，例："D:\滴滴电子发票	(1).pdf"，选择需要的页数范围，输入生成路径，如下图所
示：	

3.	 生成新文件为	"D:\滴滴电子发票（3）.pdf"，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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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页数
可实现获取指定	PDF	文件的总页数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件路径	：输入欲被获取页数的	PDF	文件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总页数	：输出	PDF	文件的总页数

操作样例
1.	 拖入	获取页数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并设置变量	page_num(in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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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获取页数，选取	pdf，例："D:\滴滴电子发票	(1).pdf"，选择需要的页数范围，输入生成路径，在输出中添加
page_num,	如下图所示：	

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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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图片
可实现获取指定	PDF	文件中的图片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件路径	：输入欲被提取图片的	PDF	文件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保存至文件夹	：输入提取的图片被保存的文件夹目录。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开始页码	：输入被提取图片的	PDF	文件开始页码，若为空则从第一页开始读取。可接整型类型变量和整型
结束页码	：输入被提取图片的	PDF	文件结束页码，若为空则为最后一页。可接整型类型变量和整型
图片名称前缀	：输入提取的图片名称前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图片路径列表	：输出提取的图片路径列表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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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读取图片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并设置变量	result(list	)：	

2.	 双击打开读取图片，选取	pdf，例："D:\滴滴电子发票	(1).pdf"，选择需要的页数范围，输入保存文件夹，在输出中添加
list	,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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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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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文本
可实现获取指定	PDF	文件中的文本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件路径	：输入欲被提取文本的	PDF	文件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读取角度	：指定读取时文件旋转的角度

可选项

开始页码	：输入被读取文本的	PDF	文件开始页码，若为空则从第一页开始读取。可接整型类型变量和整型
结束页码	：输入被读取文本的	PDF	文件结束页码，若为空则为最后一页。可接整型类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结果	：输出读取的文本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操作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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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读取文本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并设置变量	result(String)：	

2.	 双击打开读取文本，选取	pdf，例："D:\滴滴电子发票	(1).pdf"，选择需要的页数范围，输入生成路径，在输出中添加变
量	result,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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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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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C#	代码
提供	C#	代码编辑器，支持编写	C#	类、函数等基本代码，并可直接使用编辑器中定义的变量，无需进行编辑器和	C#	代码编
辑器之间的参数传递。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执行C#代码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该组件空白处，可出现已默认填充的文件路径和编辑代码按钮。

文件路径：单击“…”按钮，选择	C#	文件的路径并打开，如，D:\workspace\Encoo\组件流程.code\CSharp\执行CSharp
代码.cs

编辑代码：单击“编辑代码”按钮，在	C#	代码编辑器中输入需要执行的	C#	代码段，如下图所示。

说明：

这里支持变量的引用，事先在编辑器中定义了String类型的变量	m	和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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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存并运行流程。

4.	 在输出窗口中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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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Python
选择已下载至本地的	Python	安装文件，安装到指定目录。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安装至目录：输入	Python	的安装目录，可接变量。

说明：

若不输入，则使用默认安装路径：C:\Users{user}\AppData\Local\Programs。

输入

安装文件路径：Python	安装包所在的文件路径，可接变量。

说明：

文件类型支持	".exe"	和	".msi"。

操作样例

1.	 从	Python	官网下载	python	安装包，保存至本地电脑。
2.	 拖入安装	Python	组件至流程中。
3.	 双击打开该组件，选择已下载的	Python	安装包。
4.	 配置需要对应安装路径的属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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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并运行流程。

6.	 在命令行提示符中输入	python		,出现版本号信息，即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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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环境
该组件用于指定	Python	组件运行的环境。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工作目录：输入	Python	文件存放的项目目录，可接变量。

说明：

建议将多个	Python	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便于调用。

Python	环境路径：输入	Python	环境的配置目录（即，安装目录），可接变量,如，	"D:\Python"	。

说明：

若不输入且本机已配置	Python	环境变量，支持自动检索本机	Python	环境变量。

操作样例
一般与执行Python代码组件搭配使用，操作样例可参见执行Python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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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Python	代码
在	Python	环境	组件内，拖入	执行	Python	代码组件，用于执行自定义的	Python	代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Python环境	组件至流程中。
2.	 在	Python	环境	组件内，拖入执行Python代码	组件。
3.	 双击该组件空白处，可出现已默认填充的代码文件路径。

4.	 配置执行Python代码组件的属性参数。

文件路径：单击“…”按钮，选择	Python	文件的路径并打开，如，D:\workspace\Encoo\组件流程.code\Python
编辑代码：单击“编辑代码”按钮，在	Python	代码编辑器中输入需要执行的	Python	代码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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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	设置参数：单击“设置参数”按钮，在设置参数对话框中创建参数，用于	Python	代码中传递参数。

说明：

根据代码情况，需要传参时，才需要设置参数。
由于编辑器的底层为	C#	语言编写与	Python	语言之间需要进行转换，所以在	Python	中设置参数时，需要
将编辑器中创建的参数赋值给	Python	中创建的参数的值（如上图所示）。

5.	 保存并运行流程。

6.	 在弹出的参数对话框中，输入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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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输出窗口中查看最终的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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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JavaScript代码
执行JavaScript代码，可接收执行后的返回值。支持在代码中直接使用本地变量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默认值为30000，即30秒，包含匹配超时（毫
秒）。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目标

选择器	：用于指示特定的UI元素，并在此元素上执行JavaScript代码。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代码	：将执行此代码。可直接使用编辑器本地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方法名称	：要执行的JavaScript代码段中的方法名，支持传递参数。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常量，
如，	"a('b','"+c+"')"	，其中，a为方法名，b为常量，c为变量。

说明：

传入参数如果是String类型常量进行传值，需要自行在变量外拼接	'	或	"	,否则JS运行时会默认为变量进行处理。

输出

返回值	：将执行JavaScript代码后返回的值存储在此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执行JavaScript代码组件并指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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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选择器，点击“未验证”按钮验证元素是否能识别：

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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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JavaScript文件
执行JavaScript文件，并支持参数传递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默认值为30000，即30秒，包含匹配超时（毫
秒）。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目标

选择器	：用于指示特定的UI元素，并在此元素上执行JavaScript。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
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	：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文件路径	：将执行此路径下的JavaScript文件。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亦
支持手动输入路径，若路径不存在，则运行失败。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方法名称	：要执行的JavaScript文件中的方法名。支持传递参数。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如，	"a('b','"+c+"')"	，
其中，a为方法名，b为常量，c为变量。

说明：

传入参数如果是String类型常量进行传值，需要自行在变量外拼接	'	或	"	,否则JS运行时会默认为变量进行处理。

输出

返回值	：将执行JavaScript文件后返回的值存储在此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执行JavaScript文件组件并指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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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选择器，点击“未验证”按钮验证元素是否能识别：

3.	 运行流程并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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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PowerShell代码
该组件实现自定义的PowerShell代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件路径：需要执行的PowerShell文件路径，支持相对路径或绝对路径。
参数：设置需要传参的参数信息。

输出

结果：执行结果，仅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执行PowerShell代码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打开该组件，配置该组件的属性，如下图所示。

文件路径：选择需要执行的PowerShell文件路径。
编辑代码：输入需要执行的Powershell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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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参数：输入需要传参的参数信息。

3.	 保存并运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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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请求
此组件可以发送HTTP请求并返回响应的数据，并支持测试配置的HTTP请求是否可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默认值为30000，即30秒，包含匹配超时（毫
秒）。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URL	：输入请求的URL；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请求方法	：选择请求的方法，支持GET、POST、HEAD、PUT、DELETE、OPTIONS、PATCH。
内容类型	：选择请求的内容类型，例如：application/json。
请求头	：输入请求头，仅支持Dictionary变量。可在“设置请求方式”弹窗中输入请求头信息，若同时在此属性框和弹窗中
指定请求头，则使用弹窗中设置的变量。
请求正文	：输入请求的正文；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说明：

在组件的可视化界面中，请求正文对应的内容支持文本模式（默认）和代码模式。

文本模式（默认）：输入纯文本内容。
代码模式：输入C#代码。

超时(秒)	：输入请求超时秒数；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值。

输出

响应正文	：输出此HTTP请求返回的数据；仅支持变量

操作样例
1.	 示例中使用阿里云身份证识别接口，接口说明：身份证识别
2.	 接口文档如：

请求方式：POST
返回类型：JSON
请求参数（Hearders）：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Authorization":"APPCODE	你的appcode"

请求参数（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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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图片二进制数据的base64编码/图片url",

"configure":	{"side":"face"}		#身份证正反面类型:face/back

}

3.	 拖入HTTP请求组件，如下图所示：

设置	方法	：	POST
设置	URL	：	"http://dm-51.data.aliyun.com/rest/160601/ocr/ocr_idcard.json"	

设置	内容类型	：	application/json	

设置	Hearders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Authorization(key)","APPCODE	APPcode值(value)"

设置Boby输入框：支持文本模式和C#代码模式，点击icon切换2种输入方式

文本模式：支持文本在文本框中输入，例如

{"configure":	{"side":	"face"},	"image":	"/9j/4AAQSkZJRgABAQAAAQABAAD(内容太多只放入部分)"}

或者

{'configure':	{'side':	'face'},	'image':	'/9j/4AAQSkZJRgABAQAAAQABAAD(内容太多只放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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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模式C#：支持C#代码语法在文本框中输入，例如side是以变量传入进去

"{""configure"":	{""side"":	"""	+	side	+	"""},	""image"":	""/9j/4AAQSkZJRgABA(内容太多只放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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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测试	，查看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更多HTTP操作链接：	HTTP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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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文件
此组件可以发送下载请求并输出文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默认值为30000，即30秒，包含匹配超时（毫
秒）。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URL	：输入请求的URL；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超时(秒)	：输入请求超时秒数；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值

可选项

保存至目录	：输入文件将被下载到的目录，若为空则默认为Windows的下载目录；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同名覆盖	：输入是否覆盖当前路径的同名文件

输出

文件路径	：输出下载的文件本机路径；仅支持变量

操作样例
拖入HTTP下载组件，设置文件路径变量	path	，变量类型为	String	，输入URL	"https://dtapp-pub.dingtalk.com/dingtalk-
desktop/win_installer/Release/DingTalk_v5.1.41.19.exe"	，输入保存至目录	"D:\下载"	，输入超时（秒）	300	，输出文件路
径	path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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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文件成功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打印文件绝对路径，输入日志内容	path	，打印结果为	D:\下载\DingTalk_v5.1.41.19.ex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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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化
此组件可以将.NET对象序列化为JSON字符串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默认值为30000，即30秒，包含匹配超时（毫
秒）。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对象	：输入被序列化的对象；仅支持变量

输出

结果(JSON)	：输入用于接收被序列化为JSON后数据的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操作样例
1.	 在左侧组件区域找到序列化和写入日志，并将其拖入编辑区域，按图示顺序连接，导入Newtonsoft.Json.Linq命名空间：

2.	 创建2个变量，其中1个变量类型为String，不需要赋值。另一个变量类型为JObject，如果变量类型列表没有，单击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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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在弹出窗口搜索JObject，选中后单击确定。对于JObject类型的变量，使用JObject.Parse赋值，例
如	JObject.Parse("{'名称':'云扩RPA','版本':1.0}")	（全为英文引号，注意单双引号和引号数量）。在组件序列化的右侧属性
设置的对应位置，填写刚才创建的变量：

3.	 在写入日志的右侧日志内容中输入变量json字符串，然后单击运行流程，可以看到，序列化后的json字符串：

若想了解更多关于json的内容，请参考网上的json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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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序列化
此组件可以将JSON字符串反序列化为.NET对象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默认值为30000，即30秒，包含匹配超时（毫
秒）。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JSON字符串	：输入欲被反序列化为JSON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结果	：输入被反序列化后的对象；仅支持变量

操作样例
1.	 在左侧组件区域找到反序列化和写入日志，并将其拖入编辑区域，按图示顺序连接，导入Newtonsoft.Json.Linq命名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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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2个变量，其中1个变量类型为String，并对其赋值为json类型的字符串，例如	"{'名称':'云扩RPA','版本':1.0}"	或者	"

{""名称"":""云扩RPA"",""版本"":1.0}"	（全为英文引号，注意单双引号和引号数量）。另一个变量类型为JObject，如果变量
类型列表没有，单击浏览类型，在弹出窗口搜索JObject，选中后单击确定：

3.	 在组件反序列化右侧属性设置，输入刚才创建的2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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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第一个写入日志的右侧日志内容中输入变量json字符串，在第2个写入日志的右侧日志内容中输入json对
象.ToString()，然后单击运行流程，可以看到，反序列化后的json对象：

若想了解更多关于json的内容，请参考网上的json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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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文本有效性
使用正则表达式对整段源文本内容验证是否匹配期望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源文本	：欲被验证的源文本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验证规则	：点击“设置验证规则”后在弹窗中指定验证的规则

输出

验证结果	：验证的结果。仅支持Boolean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验证文本有效性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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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中组件，点击展开提取规则。以邮箱地址为例，点击邮箱地址点击确定。创建变量，String类型变量及Boolean类型变
量，并输入至源文本及验证结果中。如下图所示：

1.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将验证结果以字符串格式输出。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验证文本结果为成功。如下图所示：

匹配图片

574



匹配图片

575



提取文本
支持提取指定文本内容中符合条件（正则表达式）的第一个结果，源文本内容不变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提取规则	：点击“设置提取规则”后在弹窗中指定提取的规则
源文本	：欲被提取的源文本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提取结果	：执行文本提取规则后提取的数据结果。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提取文本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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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变量，并输入至源文本及验证结果中。选中提取文本组件，点击展开提取规则。以手机号码地址为例：点击电话号
码，点击手机号码，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1.	 拖入其它组件至流程中，例：写入日志组件，输入日志内容为运行结果（result）

1.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成功将源文本中手机号提取出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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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文本
支持将文本内容中符合条件的第一个内容替换为期望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源文本	：欲被替换的源文本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查找内容	：指定欲被替换的内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新内容	：指定欲替换成的内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替换结果	：替换后的结果。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替换文本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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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变量，并将其填入对应输入框中，如下图所示：

1.	 拖入其它组件至流程中，例：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如下图所示：

1.	 点击运行，流程运行成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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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文本
支持截取指定文本内容中符合条件(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的第一个结果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源文本	：欲被截取的源文本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开始位置	：指定截取的开始位置，若为空或0则从第一个字符开始。仅支持Int变量或整型数值
结束位置	：指定截取的结束位置，若为空或0则从第一个字符开始。仅支持Int变量或整型数值

输出

截取结果	：截取的文本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动截取文本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创建组件所需变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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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其它组件，例：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填入输出日志内容，如下图：

1.	 点击运行，流程运行成功，成功将文本截取出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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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文本
将指定文本追加至原文本最后面。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换行追加：是否需要换行追加。勾选后则将新文本在原文本换行后进行追加，否则不换行追加。

输出

追加结果：追加的结果，仅可接变量。

输入

源文本：输入原始文本内容，可接变量。
追加文本：输入希望追加的文本内容，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追加文本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追加文本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其属性。

源文本：输入原始文本内容，如，	"Hello"	

追加文本：输入需要追加的文本内容，如，	"	World!"	

追加结果：定义一个	String	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追加结果，如，S
3.	 在追加文本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

4.	 双击写入日志组件，配置其属性。

日志级别：下拉选择日志级别，如，	Info	

日志内容：输入日志内容，如，	"追加后的结果:"+S	

5.	 保存并运行流程。

6.	 在输出面板中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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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文本长度
获取文本的长度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本	：输入文本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长度	：输出当前文本的长度。仅支持Int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获取文本长度组件，创建相应变量并填入，如下图：

1.	 拖入其它组件，例：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将获取到的文本长度以文本格式输出到日志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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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运行，流程运行成功，成功获取到文本的长度，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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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文本索引
获取指定文本所在源文本的索引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源文本	：输入源文本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被检索文本	：输入被检索的文本数据。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索引	：被检索的文本索引，仅支持Int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获取文本索引组件，创建变量并填入变量，所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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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其它组件，例：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将获取到的文本索引输出到日志，如下图：

1.	 点击运行，成功获取到文本索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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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大小写
实现将指定的字符串转换为大写或小写。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出

结果：原文本转换后的结果，仅可接变量。

输入

原文本：欲被转换的原文本，可接变量。
转换方式：可选择需要转换为大写或转换为小写。

操作样例
如下案例为将一串字符串，转换为小写。

1.	 拖入一个“转换大小写”组件至流程中。
2.	 配置“转换大小写”组件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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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本：期望被转换的字符串文本，如，	"Hello	World!"	。
转换方式：选择需要转换的大小写形式，如，	转小写	。
结果：填写转换后的结果存在变量中，如，	result	。

3.	 在“转换大小写”组件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

4.	 配置“写入日志”组件属性。

日志级别：选择默认的选项，如，	Info	。
日志内容：填写需输出的日志内容，如，	"转换后的字符串为："+result	。

5.	 保存并运行流程。

6.	 在“输出面板”中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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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GUID
获取一个新的GUID。

说明:

全局唯一标识符（GUID，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是一种由算法生成的二进制长度为128位的数字标识符。在
Windows	平台上，GUID	广泛应用于微软的产品中，用于标识如注册表项、类及接口标识、数据库、系统目录等对
象。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出

GUID	：输出生成的GUID的值存储于该变量中，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操作样例

拖入生成GUID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拖入其它组件至流程中，例：写入日志组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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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运行，成功生成GUID，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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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文本
根据指定的分割符分割文本。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原文本：原始需要被分割的文本内容，可接变量。
分隔符：分隔原文本内容的分隔符号（该分隔符号包含在原文本中），可接变量。

输出

分割结果：分割的结果，仅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分割文本组件至流程中。
2.	 配置分割文本组件的属性。

原文本：输入需要被分隔的文本字符串，如，	"123.56"	

分隔符：输入需要分隔原文本的分隔符号，如，	"."	

分割结果：输入存放分割结果的变量，如，	S	

3.	 在分割文本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用于将分割的文本的值进行输出查看。。

4.	 双击写入日志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

日志级别：下拉选择日志级别，如，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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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内容：输入需要输出的日志内容，如，	"分割后的值为："+S[0]	,表示获取分割后的文本的第一个文本值。
5.	 保存并运行流程。

6.	 在编辑器的输出面板中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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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是否存在
验证输入的对象是否存在于指定的集合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对象	：输入欲验证的对象
集合	：指定被验证对象是否属于此集合

输出

结果	：输出Boolean校验结果

操作样例
1.	 拖入初始化集合组件，设置变量	集合List	，变量类型为	List<String>	，如下图所示：	

2.	 拖入添加对象组件，输入需要添加的对象	"A1"	，输入/输出	集合List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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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对象是否存在组件，新建Boolean变量	isexist	，输入/输出	集合List	，输入对象	"A1"	，输出结果	isexist	，如下图所
示：

4.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输入日志内容	isexist.ToString()	，打印结果对象存在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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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对象
将对象添加到指定集合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对象	：输入欲添加至集合的对象
集合	：指定添加对象的目标集合

输出

集合	：输出添加对象后的集合结果

操作样例
1.	 拖入初始化集合组件，设置变量	集合List	，变量类型为	List<String>	，如下图所示：	

2.	 拖入添加对象组件，输入需要添加的对象	"A1"	，输入/输出	集合List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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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打印	集合List	中的第一个内容，输入日志内容	集合List[0]	，打印结果	A1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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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对象
清空指定的集合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集合	：指定欲被清空的目标集合

输出

集合	：输出被清空后的集合结果

操作样例
1.	 拖入初始化集合组件，设置变量	集合List	，变量类型为	List<String>	，如下图所示：	

2.	 拖入添加对象组件，输入需要添加的对象	"A1"	，输入/输出	集合List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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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获取集合长度组件，新建变量	集合count	，输入变量	集合List	，输出长度变量	集合count	，如下图所示：	

4.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打印	集合List	的长度，输入日志内容	集合count.ToString()	，打印结果为	1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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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拖入清空集合组件，输入	集合List	，如下图所示：	

6.	 清空集合后再次获取集合长度并写入日志，打印结果为0，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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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对象
将指定的对象从目标集合中移除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对象	：输入欲被移除的对象
集合	：指定被移除对象的目标集合

输出

集合	：输出被移除对象后的集合结果
结果	：输出是否成功移除对象，为True	或	False；仅支持接Boolean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初始化集合组件，设置变量	集合List	，变量类型为	List<String>	，如下图所示：	

2.	 拖入添加对象组件，输入需要添加的对象	"A1"	，输入/输出	集合List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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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移除对象组件，新建Boolean变量	isremoved	，输入/输出	集合List	，输入对象	"A1"	，输出结果	isremoved	，如下图所
示：

4.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输入日志内容	isremoved.ToString()	，打印结果移除成功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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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集合长度
获取指定集合的长度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集合	：指定目标集合

输出

长度	：输出目标集合的长度；仅可接Int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初始化集合组件，设置变量	集合List	，变量类型为	List<String>	，如下图所示：	

2.	 拖入添加对象组件，输入需要添加的对象	"A1"	，输入/输出	集合List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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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获取集合长度组件，新建变量	集合count	，输入变量	集合List	，输出长度变量	集合count	，如下图所示：	

4.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打印	集合List	的长度，输入日志内容	集合count.ToString()	，打印结果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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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集合
初始化指定的集合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集合	：指定欲被初始化的集合变量

输出

集合	：输出完成初始化后的集合

操作样例
1.	 拖入初始化集合组件，设置变量	集合List	，变量类型为	List<String>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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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数组
初始化指定的数组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长度	：指定欲被初始化数组的长度。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值

输入输出

数组	：输出完成初始化后的数组

操作样例
1.	 拖入初始化数组组件，设置变量	数组	，变量类型为	String[]	，设置int变量	数组length	，假定长度为10，输入默认值10，

输入/输出变量	数组	，输入长度变量	数组length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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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是否存在
验证输入的元素是否存在于指定的数组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组	：指定被验证元素是否属于此数组
元素	：输入欲验证的元素

输出

结果	：输出Boolean校验结果

操作样例
1.	 拖入元素是否存在组件，设置变量	数组	，变量类型为	String[]	，默认值	new	string[]{"A","B","C"}	，设置Boolean变

量	isexist	，输入数组变量	数组	，输入元素	"B"	，输出结果	isexist	，如下图所示：	

2.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输入日志内容	isexist.ToString()	，	"B"	元素存在于此数组，打印结果为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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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数组长度
获取指定数组的长度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组	：输入欲被获取长度的数组

输出

长度	：输出数组的长度；仅可接Int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获取数组长度组件，设置变量	数组	，变量类型为	String[]	，默认值	new	string[]{"A","B","C"}	，设置int变量	数组

length	，输入数组变量	数组	，输出长度变量	数组length	，如下图所示：	

2.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打印	数组	的长度，输入日志内容	数组length.ToString()	，打印结果为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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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键值对
对已初始化的字典变量添加键值对。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输出

字典：在变量面板中定义的字典对象，仅可接变量。
键/值	：需要向字典中的添加的参数	key	和参数	Value	的值，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	初始化字典	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属性配置参见	初始化字典。
2.	 拖入一个	添加键值对	组件至流程中。
3.	 配置	添加键值对	组件的属性。

字典：输入变量面板中已定义的字典变量，如，	D	

键/值：输入需要向字典变量中添加的键值对。如，	key3	、	value3	

4.	 拖入一个	写入日志	组件至	添加键值对	组件的下方,	用于输出已添加的键值对。

5.	 配置	写入日志	组件的属性。

日志级别：输入日志级别，如，	Info	

日志内容：输入日志内容，如，	D["key3"]	，表示输出	key3	键对应的的值。
6.	 最终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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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存并运行流程。

8.	 在输出面板中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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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字典
对已在变量面板中创建的字典（Dictionary	）变量进行初始化。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输出

字典：在变量面板中定义的字典对象，仅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	初始化字典	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	初始化字典	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

字典：输入在变量面板中定义的参数类型均为	String	的字典对象，如，	D	

3.	 保存并运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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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键值对
从已初始化的字典中移除所指定的键值对。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出

结果：是否将字典中的指定移除的键值对移除成功，仅可接变量。

输入

键：移除的字典中指定的键值对。
字典：在变量面板中定义的字典对象，仅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初始化字典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属性配置参见初始化字典。
2.	 拖入一个添加键值对组件至流程中。
3.	 配置添加键值对组件的属性。

字典：输入变量面板中已定义的字典变量，如，	D	

键/值：输入需要向字典变量中添加的键值对。如，	key3	、	value3	

4.	 在添加键值对组件下方，拖入一个移除键值对组件。

5.	 配置移除键值对组件的属性。

字典：输入需要清空的字典变量，如，	D	。
键：输入根据指定的键移除对应的键值对，如，	key3	。
结果：输入定义的	Boolean	类型的变量，如，	S	。

6.	 在移除键值对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

7.	 配置写入日志组件的属性。

日志级别：下拉选择日志级别，如，	Info	。
日志内容：输入需要在输出面板中显示的内容，如，	"移除结果:"+S.ToString()	。

8.	 完整的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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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存并运行流程。

10.	 在输出面板中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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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包含键/值
判断在变量面板中定义的字典对象中是否包含键（key）及对应的值（value）。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检测内容：与“键/值”属性对应的需要检测的参数内容。
键/值	：需要判断字典中是否包含参数	key	和参数	Value	的值。
字典：在变量面板中定义的字典对象，仅可接变量。

输出

结果：是否包含“键/值”的结果，仅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	初始化字典	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属性配置参见	初始化字典。
2.	 拖入一个	是否包含键/值	组件至流程中。
3.	 双击	是否包含键/值	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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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是否包含键/值	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	写入日志	组件。

5.	 双击	写入日志	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

日志级别：下拉选择日志级别，如，	Info	。
日志内容：输入日志内容，如，	R.ToString()	，表示将	是否包含键/值	组件的返回值转成字符串输出。

6.	 保存并运行流程。

7.	 在输出面板中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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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键值对数量
获取字典中键值对的数量。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出

数量：字典中键值对的数量，仅可接变量。

输入

字典：获取键值对所在的字典，仅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	初始化字典	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属性配置参见	初始化字典。
2.	 拖入一个	添加键值对	组件至流程中。
3.	 配置	添加键值对	组件的属性。

字典：输入变量面板中已定义的字典变量，如，	D	

键/值：输入需要向字典变量中添加的键值对。如，	key3	、	value3	

4.	 拖入一个	获取键值对数量	组件至	添加键值对	组件的下方。

5.	 配置	获取键值对数量	组件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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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输入获取键值对所在的字典，如，	D	

数量：输入获取到的结果的值所在的变量，如，	Count	

6.	 拖入一个	写入日志	组件至	获取键值对数量	组件的下方,	用于输出已获取的键值对的数量。

7.	 配置	写入日志	组件的属性。

日志级别：下拉选择日志级别，如，	Info	。
日志内容：输入日志内容，如，	Count.ToString()	，表示将	获取键值对数量	组件的返回值转成字符串输出。

8.	 保存并运行流程。

9.	 在输出面板中查看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627



清空字典
对已在变量面板创建的字典（Dictionary	）中的内容进行清空，即，移除所有的键和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输出

字典：在变量面板中定义的字典对象，仅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	初始化字典	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属性配置参见	初始化字典。
2.	 拖入一个	添加键值对	组件至流程中。
3.	 配置	添加键值对	组件的属性。

字典：输入变量面板中已定义的字典变量，如，	D	

键/值：输入需要向字典变量中添加的键值对。如，	key3	、	value3	

4.	 在	添加键值对	组件下方，拖入一个	清空字典	组件。

5.	 配置	清空字典	组件的属性。

字典：输入需要清空的字典变量，如，	D	

6.	 完整的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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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存并运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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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式化
支持输入DateTime、Int等类型数据并转换成符合实际业务需要的数据格式（数值、百分比、货币和日期时间）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	：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默认值为30000，即30秒，包含匹配超时（毫
秒）。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数据	：被格式化的原数据；支持	Int、Int32、Int64、Float、Double、DateTime等数据类型

输出

格式化数据	：将格式化后返回的值存储在此变量；支持String数据类型

操作样例
1.	 拖入数据格式化组件，并创建1个String类型的变量，在右侧输入栏写入1个带有小数点的多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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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数据格式化组件，单击设置格式，格式类型选择数值，填写需要保留几位小数，千位分隔符可选可不选：

3.	 拖入1个写入日志组件，打印查看数据格式化后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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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运行，可以看到，数据格式化处理过后的变量结果，只保留了第2步中我们设置的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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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其他格式类型，再次运行流程，输出结果会成为相应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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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转日期和时间
将文本转换为日期和时间。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文本格式：指定输入的文本格式（即，日期和时间格式），可手写。

输入

文本：欲被转换为	DateTime	的字符串，可接变量。

输出

日期和时间：被转换成的	DateTime	变量，仅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文本转日期和时间组件至流程。
2.	 配置属性参数如下：	

文本：输入需要转日期和时间格式的文本内容，如，"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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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格式：下拉选择输入的文本格式，如，"yyyy-mm-dd"
日期和时间：自定义一个变量（DT），用于存放转换后的日期和时间格式，如，DT

3.	 查看输出的变量值（即，最终转成的日期和时间的值），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至流程中，并配置该组件的输出样式，
如，"文本转日期和时间的值为"+DT	

4.	 在输出窗口中查看最终的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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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转数值
实现将文本转换为数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本：欲被转换为数值的字符串，可接变量。

输出

数值：被转换成的数值变量，仅可接变量。

说明：

该属性变量的参数类型仅支持Int、Double、Float、Decimal。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文本转数值组件至流程中。
2.	 配置文本转数值组件的属性。

文本：输入需要转换为数值的字符串，如，	"123.56"	

数值：输入被转换为数值的变量，如，	S	

3.	 在文本转数值组件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用于将文本转换成的数值的值进行输出查看。

4.	 双击写入日志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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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级别：下拉选择日志级别，如，	Info	

日志内容：输入需要输出的日志内容，如，	"文本转数值为："+S	

5.	 保存并运行流程。

6.	 在编辑器的输出面板中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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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转集合
将数组转换为集合，一般用来遍历数组。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组：欲被转换为集合的数组，可接变量。

输出

集合：被转换成的集合对象的结果，仅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数组转集合组件至流程中。
2.	 定义两个流程变量：	

CL：此变量用于存放转换后的集合的值，变量类型定义为	List<Int32>	

array：此变量用于存放待转成集合的数组，变量类型定义为	Int32[]	，并输入默认值为	new	int[]{1,3,5,7,9};	

匹配图片

638



3.	 配置数组转集合组件的属性。	

集合：将定义的CL变量赋值给集合，输入	CL	

数组：将定义的array变量赋值给数组，输入	array	

4.	 在数组转集合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并双击配置该组件，输入	"数组转集合的值为"+CL.First()	，表示获取集合
中的第一个值。

5.	 保存并运行流程。

6.	 在输出窗口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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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转数组
将集合转换为数组，一般用来遍历集合。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集合：欲被转换为数组的集合，可接变量。

输出

数组：被转换成的数组对象的结果，仅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集合转数组组件至流程中。
2.	 定义两个流程变量：	

CL：此变量用于存放需要转换的集合，变量类型定义为	List<Int32>	，并输入默认值为	new	List<Int32>	{1,3,5,7,9};	

array：此变量用于存放转换后的数组的值，变量类型定义为	Int32[]	

匹配图片

640



3.	 配置集合转数组组件的属性。	

集合：将定义的CL变量赋值给集合，输入	CL	

数组：将定义的array变量赋值给数组，输入	array	

4.	 在集合转数组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并双击配置该组件，输入	"集合转数组的值为"+array[0]	，表示获取数组中
的第一个值。

5.	 保存并运行流程。

6.	 在输出窗口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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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程序
用于启动指定的应用程序并在其中执行多个组件。	对于要打开的目标应用程序，有两种定位方法	（示例请看文档尾部）：

1.	 自动生成：使用指定程序功能，自动生成选择器和文件名称属性，无需用户手动填写属性值
2.	 手动填写：不适用指定程序功能,手动填写目标程序的安装路径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结束后关闭	：程序运行结束后是否关闭

目标

匹配超时(毫秒)	：默认为5000毫秒，可配置超时时间

输出

程序	：将目标程序存储在此变量。可作为关闭程序的输入值

应用程序

参数	：启动程序时可以传递给应用程序的参数。可以使用此属性使用你要打开的应用程序打开特定的文件.例入要打开特
定的Excel工作簿，则可添加其完整路径：C:\Users\currentuser\Documents\Sample.xlsx
文件名称	：打开此路径下的可执行文件。可通过点击指定程序自动生成，也可以手动填入此属性值。例如要打开Excel,则
可填入类似：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root\Office16\EXCEL.EXE。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选择器	：定位指定程序进行打开。可通过点击指定程序自动生成。若不使用指定程序，手动填写文件名称（即此项为空
时），则无法实现最大化功能且输出程序变量为空
窗口最大化	：选择是否将打开的程序最大化
工作目录	：目标程序的工作目录。如果在文件名中已给出，则无需填写此项

说明：

使用自动生成属性值指定程序时,请先将目标程序打开，然后使用指定程序,指定程序图标和快捷方式无效。

操作样例

用选择器指定打开新的记事本程序

一般推荐用选择器指定目标程序，更加简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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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打开程序组件到设计面板，双击进入组件内部。

2.	 手动打开一个新的记事本文件。

3.	 点击指定程序，进入选择程序状态：	

4.	 将鼠标滑动到打开的记事本程序上，当被选中的记事本程序周边出现黄色框的时候，说明选择器已经识别到记事本程
序，然后点击。

5.	 点击之后，会自动化返回到编辑器程序中，可以看到“打开程序”组件中已经捕捉到记事本程序的截图：	

6.	 运行，一个新的记事本文件被打开。

使用目标程序的安装路径打开Excel

在没有使用选择器指定的情况下，可以将程序的绝对路径填入程序路径参数

1.	 每个程序在电脑中都有一个安装路径，默认都是在"C:\Program	Files	(x86)"或者"C:\Program	File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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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到Excel的安装路径："C:\Users\Shirley\AppData\Local\Kingsoft\WPS	Office\11.1.0.10228\office6\et.exe"	(每台电脑可能因安
装路径不同不一样)。

3.	 将Excel的路径作为参数填入到	程序路径属性中：	

4.	 运行，Excel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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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程序
关闭指定UI元素相对于的应用程序（包括桌面程序和浏览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程序

选取器	：用于指示要关闭的目标程序。可通过点击"指定程序"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程序	：传入"打开程序"的输出变量，作为目标程序执行关闭操作。此项和上述字段二选一填入。

操作样例

用选择器指定关闭新的记事本程序

1.	 拖入关闭程序组件到设计面板，双击进入组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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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动打开一个新的记事本文件，	点击指定程序，进入选择程序状态：	

3.	 将鼠标滑动到打开的记事本程序上，当被选中的记事本程序周边出现黄色框的时候，说明选择器已经识别到记事本程
序，然后点击。

4.	 点击之后，会自动化返回到编辑器程序中，可以看到“关闭程序”组件中已经捕捉到记事本程序的截图：	

5.	 运行，打开的记事本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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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文件夹
遍历指定的文件夹并获取文件路径（默认为变量filePath），可在此组件范围内根据实际业务需要拖入其他组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件夹	：输入欲遍历的文件夹路径，支持绝对和相对路径。可接变量。

可选项

文件筛选	：输入欲筛选的文件类型，默认为空即获取所有文件；支持通配符（	和	?）或指定文件名称，例如：.xls	或
?.jpg
遍历子文件夹	：默认为False，即不遍历子文件夹。勾选后则遍历指定“文件夹”下的子文件夹

操作样例
1.	 拖入遍历文件夹组件到设计面板，双击进入组件内部，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或者手动输入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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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遍历文件夹组件里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可以输出遍历的文件夹里文件路径信息：	

3.	 运行流程，查看输出的文件夹里文件路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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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
指定筛选的文件类型，在运行时弹窗选择文件后输出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描述	：指定选择文件弹窗的标题
文件筛选	：指定欲过滤的文件类型；默认为所有文件，不过滤。可从下拉列表选择，也可手动输入

输出

选择的文件	：输出选择的文件绝对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选择文件组件，添加输出结果变量fil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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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可以输出选择的文件路径信息：	

3.	 运行流程，选择文件组件开始运行，弹出选择文件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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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动选择一个文件，查看输出的文件路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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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夹
选择文件夹路径，在运行时弹窗选择文件夹后输出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描述	：设置选择文件夹弹窗的说明信息

输出

选择的文件夹	：输出选择的文件夹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选择文件夹组件，添加输出结果变量folder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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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可以输出选择的文件夹路径信息：	

3.	 运行流程，选择文件夹组件开始，弹出选择文件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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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动选择一个文件，查看输出的文件路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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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文件
读取指定文件内容并可将其数据存储在变量中

属性

可选项

编码方式	：文件的编码方式。可以在	此处	找到每个字符编码的完整代码列表。要指定要使用的编码类型，请使用"	名
称"字段中的值。如果未指定编码类型，则活动将搜索文件的字节顺序标记以检测编码。如果未检测到字节顺序标记，则
默认选择系统ANSI代码页。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文件内容	：将目标文件内容存储到此变量

输入

文件路径	：读取此路径文件的内容。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亦支持手动
输入路径，若路径不存在，则运行失败。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读取文件组件到设计面板，双击进入组件内部，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或者手动输入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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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输出结果变量fileContent：	

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可以输出选择的文件内容信息。

4.	 运行流程，查看输出的文件内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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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文件
将"写入内容"，覆盖写入到指定文件；若文件不存在，则新建

属性

可选项

编码方式	：文件的编码方式。可以在	此处	找到每个字符编码的完整代码列表。要指定要使用的编码类型，请使用"	名
称"字段中的值。如果未指定编码类型，则活动将搜索文件的字节顺序标记以检测编码。如果未检测到字节顺序标记，则
默认选择系统ANSI代码页。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写入模式	：选项：另起新行写入（默认）、文件末尾写入和覆盖原文写入。

输入

文件路径	：将"写入内容"，覆盖写入到此文件。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
亦支持手动输入路径，若路径不存在，则新建。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写入内容	：写入目标文件的内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写入文件组件到设计面板，双击进入组件内部，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或者手动输入路
径，若路径不存在，则新建。

2.	 写入目标文件的内容。可以用字符串变量或直接写入字符串：	

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可以输出写入的文件内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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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流程，输出写入的文件内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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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文件/文件夹
新建文件或文件夹到指定位置

属性

基本

输入

路径	：新建文件或文件夹的全路径。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若全路径中包含不存在的文件夹，则自动新建。仅支持字符
串变量和字符串
路径类型	：下拉框选择新建文件或文件夹

可选项

同名替换：若有同名文件/文件夹则替换。

勾选时：若有同名文件/文件夹则替换。
不勾选时（默认不勾选）：有同名文件/文件夹则报错：“新建失败，有相同名称文件/文件夹”。

操作样例
1.	 拖入新建文件/文件夹组件到设计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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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输入新建文件/文件夹的全路径，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	

3.	 运行流程，可以看到指定的路径下根据用户要求创建了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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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件/文件夹
删除指定文件或文件夹

属性

输入

路径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的路径。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要删除的文件或文件夹；
亦支持手动输入路径，若路径不存在，默认成功。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删除类型	：下拉框选择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操作样例
1.	 拖入删除文件/文件夹组件到设计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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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要删除的文件或文件夹，也支持手动输入路径；“删除类型”下拉框选择删
除文件或文件夹，这里我们选择删除文件：	

3.	 运行流程，可以看到指定的路径下根据用户要求删除了E盘下的文件“新建	DOC	文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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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移动文件
对目标文件进行复制或移动至特定位置。效果实现同系统对文件的复制和剪切操作，同时支持目标路径的文件名更改

属性

输入

源文件路径	：复制或移动的目标文件。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亦支持手
动输入路径，若路径不存在，则运行失败。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目标路径	：目标文件放置的目标位置。支持两种写法：仅填写目录，不提供具体文件名和后缀，此时目标位置将使用默
认源文件名；填写详细文件名和后缀，此时目标位置将使用提供的文件名。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复制/移动	：下拉框选择对文件进行复制或移动操作。选择复制，实现将源文件副本复制到目路径；选择移动，实现将源
文件在源文件位置删除，移动放置在目标路劲，此时仅存在一个文件。两者差别在于源文件路径是否存留源文件

可选

文件同名替换	：当目标路径中含有同名文件时的解决方案。勾选后，实现删除同名文件，放入复制/移动的文件；不勾选
时，当有同名文件则运行失败

操作样例
1.	 拖入复制/移动文件组件：	

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源路径"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也可以手动输入
路径。

3.	 "目标路径"是目标文件放置的目标位置，需手动输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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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复制/移动"：可以选择复制或者移动文件：	

5.	 运行流程，复制/移动文件组件开始运行，根据用户要求，成功把E盘的文档复制到D盘的“移动文件”的目录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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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移动文件夹
对目标文件夹进行复制或移动至特定位置。效果实现同系统对文件夹的复制和剪切操作

属性

输入

复制/移动	：下拉框选择对文件夹进行复制或移动操作。选择复制，实现将源文件夹副本复制到目的路径；选择移动，实
现将源文件夹在源位置删除，移动放置在目标路径，此时仅存在一个文件夹。两者差别在于源路径是否存留源文件夹
目标路径	：目标文件夹放置的目标位置。若出现文件夹同名，则运行失败。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源文件夹路径	：复制或移动的目标文件夹。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夹；亦
支持手动输入路径，若路径不存在，则运行失败。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复制/移动文件夹组件：	

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源路径"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夹，也可以手动输
入路径。

3.	 "目标路径"是目标文件夹放置的目标位置，需手动输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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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复制/移动"：可以选择复制或者移动文件夹：	

5.	 运行流程，复制/移动文件夹组件开始运行，根据用户要求，成功把D盘的文件夹复制到E盘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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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文件/文件夹列表
获取指定路径下的文件或文件夹列表。同时提供选择"遍历子文件夹"选项和通配符筛选列表内容功能

属性

输入

路径	：获取该路径下的文件或文件夹列表。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要获取列表的路
径；亦支持手动输入路径，若路径不存在，则运行失败。如果需要获取当前项目路径下的列表，则只输入双引号即可
列表模式	：下拉框选择文件或文件夹
列表筛选	：适用此筛选条件返回列表，支持通配符"*"	"?"。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遍历子文件夹	：勾选时，将同时获取指定路径子文件夹内的列表；不勾选时；则只获取指定路径内列表

输出

列表	：将结果列表存储在此变量。返回类型为全路径

操作样例
1.	 拖入获取文件/文件夹列表组件到设计面板：	

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配置属性参数。	
路径：可点击“...”选择要获取列表的路径,也支持手动输入；	
列表模式	：下拉框选择文件或文件夹，这里我们选择文件；	
列表：将结果列表存储在此变量，如下图变量“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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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配置属性参数。	
路径：可点击“...”选择要获取列表的路径,也支持手动输入；	
列表模式	：下拉框选择文件或文件夹，这里我们选择文件；	
列表：将结果列表存储在此变量，如下图变量“files”：	

3.	 拖入循环操作（For	Each）组件到设计面板,循环处理文件列表中的每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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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循环操作（For	Each）组件中拖入写入日志组件：	

5.	 运行流程，打印出指定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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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文件夹是否存在
判断指定文件或文件夹是否存在，并返回结果

属性

输入

类型	：下拉框选择判断类型为文件或文件夹
路径	：执行判断的文件或文件夹路径。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路径是否存在	：将判断结果存储在此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文件/文件夹是否存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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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路径"需手动输入，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	

3.	 新建变量"exists"，用于判断路径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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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搜索写入日志组件，并拖入组件：	

5.	 运行流程，判断文件"E:\shirley\hello.txt"存在，输出"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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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文件/文件夹
可实现对指定文件或文件夹重命名

属性

输入

类型	：选择操作文件或文件夹
原路径	：输入原文件或文件夹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新名称	：输入文件或文件夹新名称。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是否覆盖	：选择是否覆盖同名文件或文件夹

输出

新路径	：输出重命名后的文件或文件夹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重命名文件/文件夹组件到设计面板：	

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配置属性参数。	
重命名类型：可以选择文件或者文件夹；	
原路径：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文件夹，或者手动输入路径；	
新名称：支持输入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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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配置属性参数。	
重命名类型：可以选择文件或者文件夹；	
原路径：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文件夹，或者手动输入路径；	
新名称：支持输入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3.	 运行流程，E盘的文件“新建	DOC	文档.doc”已经被重命名为“新的文件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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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文件/文件夹
该组件实现对指定的文件/文件夹压缩成	ZIP	文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列表模式：选择需要压缩的类型，支持文件和文件夹类型。
路径列表：需要压缩的文件/文件夹路径，支持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可接变量。
压缩文件路径：压缩后的文件/文件夹需保存的路径，文件名需以	zip	结尾。

可选项

密码：输入压缩密码，可接变量。可与	设置密码	组件配合使用。
同名替换：有同名文件是否替换。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	压缩文件/文件夹	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	压缩文件/文件夹	组件的空白处，配置该组件的属性，如下图所示。

列表模式：下拉选择列表模式，选择文件或文件夹。
路径列表：选择需要压缩的文件。
压缩文件路径：输入压缩完成的文件/文件夹的保存路径。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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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存并运行流程。

4.	 在目标路径下，查看最终的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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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缩文件
对指定的	ZIP	或	RAR	压缩文件进行解压缩。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解压至文件夹：选择或输入需要解压到的文件夹路径，支持相对路径或绝对路径，可接变量。
压缩文件路径：选择需要被解压的压缩文件路径，支持相对路径或绝对路径，可接变量。

可选项

密码：输入压缩密码，可接变量。可与	设置密码	组件配合使用。
同名替换：有同名文件是否替换。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	解压缩文件	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打开该组件，配置该组件的属性，如下图所示。

压缩文件路径：选择压缩文件所在的路径，如，"C:\Users\wangxin\Desktop\test.rar"。
解压至文件夹：选择或输入需要解压到的文件路径，如，"C:\Users\wangxin\Desktop"。

3.	 保存并运行流程。

4.	 在目标路径下，查看运行结果。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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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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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屏
锁住系统屏幕，确保后续流程能在锁屏状态下正常运行。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锁屏组件至流程中。
2.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实现自动把电脑屏幕锁住，如下图所示。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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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
解锁系统屏幕，进入系统桌面。

说明：

运行此组件前，需安装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扩展。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超时：超时时间，默认超时10s，可自定义调整。

输入

用户名：登录系统的用户名或微软帐户，可接变量。
密码：登录系统的密码（微软帐户需要输入微软帐户的密码），可接变量。

操作示例

1.	 拖入一个解锁组件至流程（已有锁屏组件的流程）中。
2.	 配置解锁组件参数，如下图所示。

　-	用户名：输入本地电脑的帐户名。	　-	密码：输入本地电脑的密码。

3.	 保存流程退出编辑器。

4.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编辑器。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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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编辑器中单击“工具	>	Windows屏幕解锁服务”	进行安装Windows屏幕解锁服务。

6.	 打开刚刚创建的项目流程并运行，可实现自动解锁已锁的屏幕，如下图所示。

匹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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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框
以弹框形式将需要人工确认的信息展现出来，并可通过用户的确认结果（确认，取消）来做后续判断与流程走向的控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标题	：弹出的确认框的标题。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描述	：弹出的确认框中，需要确认的描述信息。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确认结果	：将确认结果的值存储在此变量。点击"确认"按钮后的返回值为True;	点击"取消"按钮后的返回值为False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确认框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确认框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参数。	

标题：输入确认框的标题，如，"确认"
描述：输入确认框的描述内容，如，"请确认，是否弹框？"

3.	 保存并运行流程。
4.	 查看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确认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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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选中弹框中显示的内容，鼠标右键，可复制其内容。

确认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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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密码
提供人机交互界面，弹框形式展现并且带有密码输入框，接收用户输入的密码值并可以输出输入的密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标题	：输入弹窗的标题。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描述	：输入弹窗中的描述信息，帮助用户进行输入密码的操作。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输入的密码	：将输入的密码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输入密码组件到设计面板：	

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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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输入密码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参数：	

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到设计面板中：	

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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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并运行流程，输入密码“123456”，可以看到控制台打印出用户输入的密码值：	

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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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框
提供人机交互界面，弹框形式展现并且带有输入框，接收用户输入的值并可以输出输入的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标题	：弹出的输入框的标题。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描述	：弹出的输入框中可以自定义描述信息，帮助用户进行输入值的操作。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输入的内容	：将输入的值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输入框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输入框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参数。	

标题：输入输入框的标题，如，"输入"
描述：输入输入框的描述内容，如，"请在输入框中输入"

3.	 保存并运行流程。

4.	 查看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说明：

输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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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弹框中显示的内容，鼠标右键，可复制其内容。
在输入框中进行鼠标右键，可剪切/复制/粘贴操作。

输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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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和时间选择框
流程运行时弹窗让用户选择日期和时间并输出。

说明：

运行时窗口中默认显示为当前日期和时间。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出

选择的时间	：输出用户在弹窗中指定的日期和时间，仅可接变量。

输入

标题：（非必填）自定义日期和时间选择框组件运行时的标题，可接变量。
描述：（非必填）自定义日期和时间选择框组件运行时的描述信息，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日期和时间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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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日期和时间选择框组件到设计面板：	

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配置属性参数。

3.	 标题：自定义日期和时间选择框组件运行时的标题，如，“时间”；

4.	 描述：自定义日期和时间选择框组件运行时的描述信息，如，“当前时间为：”；
5.	 输出：输出用户在弹窗中指定的日期和时间，如，这里我们指定当前时间：

日期和时间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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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	

日期和时间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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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流程，弹窗让用户选择日期和时间并输出：	

日期和时间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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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框
在Windows桌面右下角展示在流程中必要的提示信息，例如：展示当前流程执行到了哪个阶段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提示时长(秒)	：提示框显示的时间（秒）。仅支持Int类型变量和数值
提示信息	：提示框所展示的提示信息。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提示框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提示框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参数。如，提示信息："下雨请带好雨伞！"，提示时长为2秒：	

3.	 保存并运行流程。

提示框

694



4.	 查看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提示框信息展示2秒后消失：	

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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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拉选择框
提供人机交互界面，弹框形式展现并且带有下拉选择框，在界面选择动态填充的值并输出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标题	：下拉选择框的标题。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下拉选项	：动态填充的下拉选项。仅支持String[]变量和String数组

可选项

默认索引	：下拉选项的默认索引值。仅支持Int变量和数值

输出

选中项	：将选择的项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获取文件/文件夹列表组件到设计面板，双击进入组件内部，设置参数。	

设置获取的文件路径参数，如"E:\shirley"；	
设置列表输出变量，如"files"：	

下拉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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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下拉选择框组件到设计面板，双击进入组件内部。	
设置下拉选择框的标题，如"E盘shirley目录下的文件"；	
下拉选项值为获取文件/文件夹列表组件输出的文件列表"files"；	
设置变量“value”为输出的选中项：	

下拉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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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	

4.	 运行流程，选择下拉框的值“E:\shirley\hello.txt”，并点击“确认”按钮：	

下拉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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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控制台的输出，输出用户选择的下拉框选择的值，“E:\shirley\hello.txt”：	

下拉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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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选择框
以弹框的形式，选择一个或多个选项。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默认索引：选项列表所对应的默认索引，默认为0，即，弹框时默认第一个选项被勾选。

输出

选中项：需要输出的已选择的选项，仅可接变量。

输入

标题：运行时的弹窗标题，可接变量。
描述：运行时弹窗中显示的描述信息，可接变量。
选项：输入选项列表，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多项选择框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多项选择框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

多项选择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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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输入弹出框的标题名称，如，	"请选择"	。
描述：输入对该多项选择框的描述信息，如，	"如下选项，可多选"	。
选项：输入在弹框中需显示的多个选项，可定义一个如上图所示的	String	数组，如，	S	。
默认索引：输入希望弹框中默认勾选的选项的位置，如，	1	,表示弹框时，默认勾选第2个选项。
选中项：存放弹窗中已选的选项的值，可定义一个如上图所示的	String	数组，如，	C	。

3.	 在多项选择框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

4.	 双击写入日志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

日志级别：下拉选择日志级别，如，	Info	

日志内容：输入日志内容，如，	"已选中的值为："+C.Length	

5.	 保存并运行流程。

多项选择框

701



6.	 在输出面板中查看运行结果。

多项选择框

702



写入日志
控制日志输出的内容。此组件后的日志将按照所选级别输出。编辑器默认日志输出级别为Info，设置此组件"日志级别"属性为
Debug后，可以查看更加详细的日志信息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日志

日志级别	：共有三个选项：Debug,	Info,	Error。选择Debug后，可查看最详细的日志信息；选择Info后，可查看Info和Error
等级的日志信息；选择Error后，将只输出Error日志
日志内容	：写入日志的内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写入日志组件的空白处，配置属性参数。	

日志级别：下拉选择日志级别，如，Info
日志内容：输入日志内容，如，"这里是写入的日志内容"

3.	 保存并运行流程。

4.	 在输出面板查看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写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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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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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日志级别
控制日志输出的内容。此组件后的日志将按照所选级别输出。编辑器默认日志输出级别为Info，设置此组件"日志级别"属性为
Debug后，可以查看更加详细的日志信息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日志

日志级别	：共有三个选项：Debug,	Info,	Error。选择Debug后，可查看最详细的日志信息；选择Info后，可查看Info和Error
等级的日志信息；选择Error后，将只输出Error日志

操作样例
1.	 拖入设置日志级别组件到设计面板：	

1.	 拖入3个写入日志组件到设计面板，日志级别分别选择“Debug”，“Info”，“Error”，并分别命名为“Debug日志”，“Info日
志”，“Error日志”，下图展示的是设置的Debug日志：

2.	 设置Debug日志输出的日志信息为："我是一个Debug的日志"；
3.	 设置Info日志输出的日志信息为："我是一个Info的日志"；

设置日志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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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日志输出的日志信息为："我是一个Error的日志"；

1.	 选择设置日志级别组件的日志级别为“Debug”，运行流程，控制台输出Debug，Info，Error等级的日志信息：	

设置日志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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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设置日志级别组件的日志级别为“Info”，运行流程，控制台输出Info,	Error等级的日志信息：	

2.	 选择设置日志级别组件的日志级别为“Error”，运行流程，控制台只输出Error等级的日志信息：	

设置日志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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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密码
对敏感信息进行保护输入，安全存储和调用输出。使用此组件时，编辑和执行需在同一机器且必须是同一用户（包括机器
人）；如果流程文件在不同机器或用户下运行，则需重新编辑"设置密码"组件的输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设置密码	：敏感信息。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赋值到变量	：将敏感信息存储到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设置密码组件到设计面板：	

设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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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配置属性参数：	

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可以输出用户设置的密码：	

设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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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流程，查看控制台的输出：	

设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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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Windows凭据
获取本机Windows凭据管理器中Windows凭据分类中的普通凭据。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凭据名	：取此凭据名查找用户名和密码，并将结果保存到输出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用户名	：将获取到的用户名保存到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密码	：将获取到的密码保存到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获取Windows凭据组件到设计面板，设置凭据名"test01"，设置变量“pwd”，“userName”：	

获取Windows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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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电脑凭据管理器里新建一个普通凭据，凭据名：“test01”，用户名：“shirley”，密码：“123456”：	

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到设计面板：	

获取Windows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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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流程，控制台输出根据凭据名查找的用户名和密码：	

获取Windows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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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剪贴板文本
设置文本内容到剪贴板。

使用时，建议为此组件添加1秒以上的前延迟。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本	：将要填写到剪贴板的文本内容，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设置剪贴板文本组件到设计面板：	

设置剪贴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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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文本框填入变量“result”，文本框支持字符串或者变量：	

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到设计面板：	

设置剪贴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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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流程，控制台输出用户设置的剪贴板文本：	

设置剪贴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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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剪贴板文本
获取剪贴板的文本内容并以String类型输出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出

输出	：输出String类型的剪贴板文本内容

操作样例
1.	 拖入获取剪贴板文本组件到设计面板：	

获取剪贴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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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输出文本框填入变量“copy_text”，输出文本框输出String类型的剪贴板文本内容：	

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到设计面板：	

获取剪贴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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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网页，复制一段内容到剪贴板上：	

5.	 运行流程，控制台输出获取的剪贴板上的文本内容：	

获取剪贴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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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命令行
执行CMD命令行，并提供返回值。例如使用命令行实现60秒后定时关机：	"shutdown	-s	-t	60"

说明：

此组件也支持对Python文件的操作，例如：在“命令行”属性中填写“Python	Test.py	arg1	arg2”,	其中“arg1”和“arg2”为参
数。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工作目录	：指定运行命令的工作目录
命令行	：执行该命令行。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输出	：将命令行执行后的结果存储到此变量

操作样例

执行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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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执行命令行组件到设计面板：	

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设置参数：	

执行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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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可以输出执行命令行的结果：	

4.	 运行流程，查看控制台的输出：	

执行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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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日期和时间
指定日期和时间并输出DateTime类型结果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出

日期和时间	：将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输出；需手动输入时间；勾选"选择当前日期和时间"则在流程执行时输出当前系统的
日期和时间。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设置日期和时间组件到设计面板：	

设置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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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进入组件内部，配置属性参数。	
日期和时间：将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输出，如，定义变量“datetime”，勾选上“选择当前时间”，输出当前日期：	

1.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可以输出用户设置的日期和时间：	

设置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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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流程，输出用户指定的日期和时间：	

设置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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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校验
将两个值进行对比，根据对比条件返回布尔值

可使用此种方法取得元素的属性值：IUiObject.GetProperty(“attributeName”).toString()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实际值	：进行对比的值。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期望值	：进行对比的值。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校验模式	：对实际值和期望值进行对比的模式，例如等于，大于，小于等，可通过下拉框选择

说明：	如下列出较难理解的校验符号。

开始于：确定字符串是否以指定字符串的字符开头，返回true或false。
结束于：确定字符串是否以指定字符串的字符结束，返回true或false。

输出

结果	：输出两个值对比后的Boolean类型结果

操作样例

值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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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值校验组件到设计面板：	

2.	 以校验模式为“开始于”举个例子，设置期望值为“a”，实际值为"abc"，设置变量“flag”输出两个值对比后的Boolean类型结
果：	

值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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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到设计面板：	

4.	 运行流程，控制台输出两个值对比后的Boolean类型结果，如，“True”：	

值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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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校验
适用于对界面某一元素的属性值进行判断。可以通过指定元素的方式，自动生成选择器属性，其后只需选择	属性名	属性，例
如“Id”等即可。最终将取“属性名”和“值”进行对比，根据对比条件返回布尔值。

说明：

属性名下拉框中仅显示当前元素支持的属性。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目标

选择器	：要进行属性校验的元素的选择器表达式，可通过“指定元素”自动生成，同时可支持修改。此属性和控件元素属
性两者互斥且必选一填写
控件元素	：通过属性来定位元素，并取此元素的值进行校验。变量类型为IUiObject。此属性和选择器属性两者互斥且必
选一填写
匹配超时(毫秒)	：查找选择器或控件元素所指定元素的时间，毫秒为单位。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
错误。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入

属性名	：要比较的元素的属性名。浏览器端不区分大小写，桌面端首字母应大写。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说明：

支持在组件中属性名的下拉列表框中输入已存在但未显示的自定义属性。

值	：与指定元素的属性值进行对比的值。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校验模式	：对元素属性值和值进行对比的模式，例如等于，大于，小于等，可通过下拉框选择

输出

结果	：将两个值对比后的结果保存到此变量

说明：

HTML返回	tagName属性的值为大写。

操作样例

属性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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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属性校验组件到设计面板：	

2.	 以校验模式为“=”举个例子，设置属性名为“url”，值为"https://www.baidu.com/	”，设置变量“flag”来输出两个值对比后的
Boolean类型结果，选择器通过“指定元素”自动生成：	

属性校验

730

https://www.baidu.com/


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到设计面板：	

4.	 运行流程，控制台输出两个值对比后的Boolean类型结果，如，“True”：	

属性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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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数据库
连接到指定数据库。点击配置向导后可进行连接测试。组件执行结束后自动断开连接，所有数据库相关操作均需放置在此组
件内且无需二次配置连接。

说明：	如果您需要连接	DB2	数据库，请确保您已安装如下运行环境及扩展。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RunTime	Pack。如果未安装，您可以下载	RunTimePack.zip	并安装。
在编辑器的“开始	>	工具”页中，单击“DB2	扩展”进行安装。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ConncetionString	：用于与数据库建立连接。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例如：MySQL连接字符串"Server=服务器地
址;Database=DB名称;Port=端口号;Uid=uid;Pwd=password;"
ProviderName	：连接的数据库类型。现支持五种：SQL	Server,	MySql,	Oracle,	DB2,	Teradata

操作样例

1.	 拖入连接数据库组件，选择当前所需访问数据库类型，再配置连接数据库字符串:	

连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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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连接数据库组件，点击"配置向导"按钮，如果已配置数据库字符串信息以及选择了目标数据库类型，则点击"测试连
接"按钮，测试成功会提示绿色对勾，反之则失败，需要更新连接数据库字符串内容，确保无误之后重新测试连接，点
击"确认"退出配置界面:	

3.	 拖入查询组件，配置sql语句查询语句，并输出到变量:	

4.	 拖入预览数据表组件，输入变量填写查询组件中定义的输出变量:	

连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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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结果:	

连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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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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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Transaction）
需在"连接数据库"组件内使用，无需二次配置连接。其内可放置其他数据库组件来实现执行事务功能，这些操作要么全部执
行要么全部不执行。	注意：如果是对表结构删除或更新，目前除MS	SQL外，其他数据库则无法实现回滚，依赖于各数据库
本身功能。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连接数据库组件，选择当前所需访问数据库类型，再配置连接数据库字符串:	

2.	 双击连接数据库组件，点击"配置向导"按钮，如果已配置数据库字符串信息以及选择了目标数据库类型，则点击"测试连
接"按钮，测试成功会提示绿色对勾，反之则失败，需要更新连接数据库字符串内容，确保无误之后重新测试连接，点
击"确认"退出配置界面:	

执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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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执行事务组件:	

执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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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入执行语句组件，配置sql语句:	

5.	 点击流程运行，并观察结果:	

执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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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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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语句（Non	Query）
需在"连接数据库"和"执行事务"内使用，无需二次配置连接。执行指定的Non	Query语句，例如UPDATE,	INSERT,	DELETE，
并返回语句执行后受影响的作用行数。若执行其他非Non	Query	语句，返回-1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超时：超时时间（时分秒），默认超时时间：00:00:30，可接变量。

输入

Sql语句	：要执行的Non	Query语句。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作用行数	：将语句执行后受影响的作用行数存储到此变量。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执行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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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连接数据库组件，选择当前所需访问数据库类型，再配置连接数据库字符串:	

2.	 双击连接数据库组件，点击"配置向导"按钮，如果已配置数据库字符串信息以及选择了目标数据库类型，则点击"测试连
接"按钮，测试成功会提示绿色对勾，反之则失败，需要更新连接数据库字符串内容，确保无误之后重新测试连接，点
击"确认"退出配置界面:	

执行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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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执行语句组件，配置sql语句:	

4.	 点击流程运行，并观察结果:	

执行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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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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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需在"连接数据库"和"执行事务"内使用，无需二次配置连接。对数据库执行查询操作并将结果返回到数据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超时：超时时间（时分秒），默认超时时间：00:00:30，可接变量。

输入

Sql语句	：要执行的查询语句。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数据表	：执行查询后得到的数据表存储到此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连接数据库组件，选择当前所需访问数据库类型，再配置连接数据库字符串: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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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连接数据库组件，点击"配置向导"按钮，如果已配置数据库字符串信息以及选择了目标数据库类型，则点击"测试连
接"按钮，测试成功会提示绿色对勾，反之则失败，需要更新连接数据库字符串内容，确保无误之后重新测试连接，点
击"确认"退出配置界面:	

3.	 拖入查询组件，配置sql语句查询语句，并输出到变量:	

4.	 拖入预览数据表组件，输入变量填写查询组件中定义的输出变量: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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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流程运行，观察结果: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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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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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数据表
按照自定义结构生成一个新的数据表。通过"数据表搭建器"，可以自定义列信息，并可同步预览定义的列并编辑行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出

数据表	：将搭建的数据表存储在此变量

数据表搭建器
界面化搭建数据表

列信息	：增加、修改或移动列信息

列名：数据表的列名
数据类型：目前仅支持String、Int和Boolean类型
默认值：当前列的默认值
值可为空：是否可为空，默认可为空
整型自动加一：若列类型为整型是否自动加一
最大长度：最大支持长度，可为空

编辑行值	：对添加的列增加行内容

操作样例

搭建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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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搭建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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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预览数据表组件并填入上面已经搭建好的数据表变量table：	

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与搭建的数据表是否一致：	

搭建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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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数据表
预览指定输入数据表，即在运行时将数据表的数据内容以界面形式展现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将此数据表内的数据以界面形式展现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预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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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预览数据表组件并填入上面已经搭建好的数据表变量table：	

预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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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与搭建的数据表是否一致：	

预览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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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数据表
将一个数据表按照选择的格式输出为字符串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要输出的数据表名，取此值代表的数据表并输出为字符串

输出

文本	：将输出后的数据表存储到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输出格式	：按照选择的格式将数据表输出为字符串。包含两个值：CSV,JSON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输出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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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输出数据表组件并填入上面已经搭建好的数据表变量table，创建String类型的变量来存储输出字符，例：csvstring，
如下图所示：	

输出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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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并填入输出数据表组件的输出变量csvstring：	

5.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输出的数据表与搭建的数据表是否一致：	

输出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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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数据表
将数据表清空。原有结构将保留，仅清空数据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被执行清空操作的数据表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清空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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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清空数据表组件和预览数据表组件并给这两个组件填入上面已经搭建好的数据表变量table：	

清空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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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是否被清空：	

清空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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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数据表
将数据表按照指定规则进行合并，并将合并后的结果更新到目标数据表中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目标数据表	：将源数据表合并到此表，此表存储合并后的数据
源数据表	：取此表数据合并到目标数据表，此表数据不会被更改
结构不同时	：执行合并操作的两表结构不同时，取此项来执行合并操作实现数据的取舍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合并数据表

760



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再拖入一次搭建数据表组件按步骤2创建数据表table2，如下图所示：	

合并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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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入合并数据表组件和预览数据表组件，输入合并数据表的源数据表和目标数据表，例：table和table2，因为两个数据表
结构不同，所以合并选项选择添加，如下图所示：	

5.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是否是两个表添加合并的结果：	

合并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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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数据表
根据联结条件，将两个数据表联结到一起，并将结果存储到输出输出数据表变量。提供四种联结条件：全连接，内连接，左
连接，右连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联结配置	：点击右侧的按钮，将弹出联结配置窗口。在此窗口可以进行联结条件的设置

输出

数据表	：将联结两表后的结果保存到此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联结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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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再拖入一次搭建数据表组件按步骤2创建数据表table2，搭建的时候可以列名设置一列与表1一样的方便下面的联结操作，
如下图所示：	

联结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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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入联结数据表组件和预览数据表组件，双击打开联结数据表，设置联结配置，如下图所示：	

5.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是否是两个表左连接的正确结果：	

联结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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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数据行
向数据表中添加一行数据，并自动保存同步至指定数据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将数据行添加到此表
数组	：添加到数据表的数组。数组内的数据类型应和数据表中对应列的类型一致。和"数据表行"属性两者互斥，只能且
必需填入一项
数据表行	：添加到数据表的数据表行对象。和"数组"属性两者互斥，只能且必需填入一项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添加数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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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添加数据行组件和预览数据表组件，输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创建类object[]类型的变量并设置初始化值来传递
添加的数据行数组数据，例：addrow	new	object[]{"David","50","男"}，如下图所示：	

添加数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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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是否增加的是addrow这一行数据：	

添加数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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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数据列
向数据表中添加一列，并自动保存同步至指定数据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将数据列添加到此表
数据表列	：添加到数据表的数据表列对象。和"列名"属性两者互斥，只能且必需填入一项
列名	：点击可打开"添加列"的窗口，自定义列信息。和"数据表列"属性两者互斥，只能且必需填入一项

说明：

当“添加列”弹框中勾选“整形自动加一”选项时，不会对已有行数据做更改，只有新加行时，生效。

操作样例

添加数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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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添加数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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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添加数据列组件和预览数据表组件，输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点击设置输入列名信息,例：“职业”，如下图所
示：	

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是否增加了“职业”数据列：	

添加数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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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行
删除指定数据表的指定行，并自动保存同步其数据至指定数据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将移除此表的指定行
数据表行	：移除数据表中的数据表行对象。和"行索引"属性两者互斥，只能且必需填入一项
行索引	：移除数据表中行的行索引。和"数据表行"属性两者互斥，只能且必需填入一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移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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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移除行组件和预览数据表组件，输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输入数据表行，例：table.Rows[2]，如下图所示：	

移除行

773



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是否移除了第三行的值：	

移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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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列
删除指定数据表的指定列，并自动保存同步其数据至指定数据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将移除此表的指定列
数据表列	：移除数据表中的数据表列对象。和"列名，列索引"属性互斥，只能且必需填入一项
列名	：移除数据表中的指定列的列名。和"数据表列，列索引"属性互斥，只能且必需填入一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
符串
列索引	：移除数据表中指定列的列索引。和"数据表列，列名"属性互斥，只能且必需填入一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移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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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移除列组件和预览数据表组件，输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输入数据表列，例：table.Columns["姓名"]，如下图所
示：	

移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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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是否移除了“姓名”列的值：	

移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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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重复行
删除指定数据表中的重复行，仅保留一行且保留行索引最小的行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将对此数据表内的行数据进行判断，若不同行之间有完全相同的数据，则仅保留一行数据

输出

数据表	：将移除重复行后的数据表保存到此变量。当此处为空或提供的变量名和原表相同时，默认在原表做更改；当此
处值和原表不同时，将改变存入提供表内。（即，仅当需将改变存到新表时，需填充此项）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移除重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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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移除重复行组件和预览数据表组件，输入和输出都填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如下图所示：	

移除重复行

779



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是否增加了“职业”数据列：	

移除重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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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行
遍历指定数据表中的每一行，同时可返回当前行索引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取此表执行遍历操作

输出

当前行索引	：将当前正在被遍历的行索引存储在此变量。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遍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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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遍历行组件，双击打开之后输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创建int32类型的变量用来存放当前索引值，例：
currindex，如下图所示：	

4.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和赋值组件，因为当前行索引从0开始，当前行的值是行索引加一，所以给currindex赋值变量每次加
一，例：currindex=currindex+1，写入日志内容为每一行的姓名的值，例："当前为第"+currindex+"行，姓名为："+row["姓
名"]，如下图所示：	

遍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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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写入日志的每行的行值和姓名值：	

遍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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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对指定数据表的指定列进行排序，并将排序后的结果存储到输出数据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将对此数据表内的行数据进行判断，若不同行之间有完全相同的数据，则仅保留一行数据
数据列	：指定执行排序操作的列--通过DateColumn对象定位。三个属性"数据列，列名，列索引"必三选一且互斥
列名	：指定执行排序操作的列--通过列名定位。三个属性"数据列，列名，列索引"必三选一且互斥
列索引	：指定执行排序操作的列--通过列索引定位。三个属性"数据列，列名，列索引"必三选一且互斥
排序方式	：指定按照何种顺序进行排序。含两个值：升序，降序。默认升序

输出

数据表	：将排序后的数据表保存到此变量。当此处为空或提供的变量名和原表相同时，默认在原表做更改；当此处值和
原表不同时，将改变存入提供表内。（即，仅当需将改变存到新表时，需填充此项）

操作样例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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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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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排序组件和预览数据表组件，输入和输出都填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列名填入需要排序的列，例：“年龄”，如
下图所示：	

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是否按照“年龄”列升序排列：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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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
对指定数据表执行筛选操作，并将筛选后的结果存储到输出数据表。提供两种保存筛选结果的模式：保留，删除。当选择保
留时，将把符合筛选条件的数据存储到输出数据表；当选项二删除时，将把不符合筛选条件的数据存储到输出数据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将对此数据表内的行数据进行判断，若不同行之间有完全相同的数据，则仅保留一行数据

输出

数据表	：将筛选后的数据表保存到此变量。当此处为空或提供的变量名和原表相同时，默认在原表做更改；当此处值和
原表不同时，将改变存入提供表内。（即，仅当需将改变存到新表时，需填充此项）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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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筛选组件和预览数据表组件，输入和输出都填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设置筛选向导，例：保留“姓名”列包含“张
三”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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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是否展示了保留了“姓名”包含“张三”的数据：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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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单元格的值
将数据表内指定单元格内值的存储到输出值变量。结合筛选组件一起使用，当输出的是一个一行一列的数据表时，此组件输
入属性坐标为（1，1）时，可实现取数据表中特定坐标值的效果，变相实现查找（例姓名为张三的成绩）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读取此数据表中的值
行索引	：指定要获取数据表值的行索引。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列索引	：指定要获取数据表值的列索引。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输出

值	：将获取到数据表内的单元格值存储到此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获取单元格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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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获取单元格的值组件和写入日志组件，输入填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输入单元格行索引和列索引，默认从0开
始，例如：1和1（表示的第二行第二列），创建一个Object类型的变量用来接收输出的单元格的值，例：cellvalue，输入
日志内容把单元格值打印出来，例："获取的单元格的值是："+cellvalue.ToString()，如下图所示：	

获取单元格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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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写入日志的单元格值是否为数据表第二行第二列的值17：	

获取单元格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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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CSV文件
将一个CSV文件读取，存储到数据表变量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件路径	：要读取的CSV文件路径。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可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目标文件；亦支持手动
输入路径，若路径不存在，则运行失败会报错。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数据表	：将输入的CSV文件存储到此变量，并可取此变量进行数据表相关组件进行操作

可选项

分隔符	：指定CSV文件的分隔符。此属性可不填写，默认使用逗号。仅支持字符变量和字符
编码方式	：文件的编码方式。可以在	此处	找到每个字符编码的完整代码列表。要指定要使用的编码类型，请使用"	名
称"字段中的值。如果未指定编码类型，则活动将搜索文件的字节顺序标记以检测编码。如果未检测到字节顺序标记，则
默认选择UTF-8。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读取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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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读取CSV文件组件，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table，创建类型为String的路径
变量并给出默认值，例：filepath:"C:\云扩科技\savetable.csv"，如下图所示：	

2.	 拖入预览数据表组件，输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如下图所示：	

1.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预览出的数据表是否与CSV文件中一致：	

读取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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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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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为CSV文件
将数据表保存为CSV文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将此数据表保存为CSV文件
文件路径	：保存的CSV文件路径。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需提供文件名且带后缀。例如：“E:\DT.csv”。无后缀则视为文
件夹，即没有提供文件名，报错。如果有文件夹不存在，则新建。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分隔符	：指定CSV文件的分隔符。此属性可不填写，默认使用逗号。仅支持字符变量和字符
编码方式	：文件的编码方式。可以在	此处	找到每个字符编码的完整代码列表。要指定要使用的编码类型，请使用"	名
称"字段中的值。如果未指定编码类型，则默认为UTF-8。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保存为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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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保存为CSV文件组件，输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创建类型为String的路径变量并给出默认值，例：filepath:"C:\云
扩科技\savetable.csv"，如下图所示：	

保存为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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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路径是否保存CSV文件成功：	

保存为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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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到CSV文件
将数据表追加到已有CSV文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数据表	：将此数据表追加到已有CSV文件
文件路径	：CSV文件路径，若不存在则新建。支持相对和绝对路径。需提供文件名且带后缀。例如：“E:\DT.csv”。无后
缀则视为文件夹，即没有提供文件名，报错。如果有文件夹不存在，则新建。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分隔符	：目标CSV文件的分隔符。此属性可不填写，默认使用逗号。仅支持字符变量和字符
编码方式	：文件的编码方式，默认为目标CSV文件的编码方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搭建数据表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追加到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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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搭建数据表搭建器，编辑列信息和行值，创建一个类型为DataTable类型的变量用于存放输出数据表，例：
table，如下图所示：	

3.	 拖入追加到CSV组件，输入数据表变量，例：table，创建类型为String的路径变量并给出默认值，例：filepath:"C:\云扩科
技\appendtocsv.csv"，如下图所示：	

追加到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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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检查是否追加了搭建的数据表到CSV文件中：	

追加到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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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
流程图可包含各种组件，并通过连线将组件连接起来。应用范围广泛，可复用。

与序列的区别为，流程图提供多个分支逻辑运算符，可以创建复杂的业务流程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验证未连接组件	：是否验证在流程中未建立连接的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流程图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追加到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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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打开，并拖入其他组件至流程图组件中，例：拖入确认框组件,如下图所示：	

追加到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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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决策
根据是否满足指定条件，选择执行流程图中两个分支。此组件只能在流程图中使用，效果类似"条件"组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决策条件	：Boolean类型的表达式

杂项

False	标签	：决策为False，可自定义决策名称
True	标签	：决策为True，可自定义决策名称

操作样例

追加到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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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等待元素出现组件，并指定元素、添加输出结果变量isTrue：	

2.	 拖入流程决策组件，将上步操作中的输出变量isTrue作为输入条件Condition：	

追加到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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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入两个写入日志组件，分别连接到决策组件True与False端，并添加元素是否出现的提示：	

4.	 步骤1中指定元素的网页保持打开状态，运行流程并查看输出窗口中提示：	

追加到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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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机
你可以使用状态机相关组件实现基于状态机范例的工作流程。

在云扩的组件体系中，状态机组件是状态组件，最终状态组件和编制状态机工作流所需的其他组件的容器。在使用这些组件
实现流程时，你必须将其放置在状态机组件中。

状态机是微软	.NET	框架中的一种编程范式，通过状态的改变实现程序逻辑的推进。关于状态机的详细信息，参看状态机工
作流。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操作样例

以登录钉钉为例。

1.	 拖入状态机组件，并双击展开状态机：	

追加到CSV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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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展开默认的状态组件，拖入等待元素出现组件至Entry容器内，指定钉钉登录后的任何一个元素，并设置输出结果变
量，选择失败后继续为“是”，如下图所示：	

3.	 拖入最终状态组件，设置判断条件	isTrue	==	true	，双击展开最终状态并在Enter容器内拖入确认框组件，添加提示“钉钉
登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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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入状态组件，设置判断条件	isTrue	==	false	：	

5.	 双击展开组件，在Enter容器中编写好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点击登录及等待登录状态下界面元素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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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在第5步操作中等待元素，那么最终状态为已登录，流程设置如下：	

你还可以参考	GuessNumber	流程，了解状态机相关组件的其他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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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状态组件是状态机中使用的组件，是状态机工作流的基础组成部分。

状态组件必须放置在状态机组件中。

状态组件包括三个可编辑区域：

Entry	区域：包含在	Entry	区域的组件会在工作流进入该状态组件时被执行；
Exit	区域：包含在	Exit	区域的组件会在工作流离开该状态组件时被执行；
Transition	区域：通过设定	Transition	中的内容，你可以实现多个状态之间的转换。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操作样例
一般与状态机组件搭配使用，操作样例可参见状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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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状态
最终状态组件是状态机中使用的组件，是状态机工作流的基础组成部分。状态机工作流中必须包含一个最终状态组件。

最终状态组件必须放置在状态机组件中。

最终状态组件包括一个可编辑区域：

Entry	区域：包含在	Entry	区域的组件会在工作流进入该最终状态组件时被执行。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操作样例
一般与状态机组件搭配使用，操作样例可参见状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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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If)
根据是否满足指定条件决定下一步的执行内容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判断条件	：Boolean类型的表达式

操作样例
1.	 拖入获取结构化数据组件，并指定网页端（例：某股票网站）table元素，设置输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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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条件（if）组件，设置判断条件	dt.Rows.Count	==	10	(判断数据表是否有10行数据)：	

3.	 双击条件（if）	组件，并拖入两个写入日志组件放置条件容器内，根据判断条件True与False分别写入不同的日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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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流程并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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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Switch)
指定	C#表达式，并根据每个	Case	判断执行符合条件的流程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表达式	：输入	C#表达式

说明：	switch	语句的一般形式为：

switch(表达式){	case	常量表达式	1:	语句	1;	case	常量表达式	2:	语句	2;	…	case	常量表达式	n:	语句	n;	default:	语句	n+1;}

意思为先计算表达式的值，再逐个和	case	后的常量表达式比较，若不等则继续往下比较，若一直不等，则执行	default
后的语句；若等于某一个常量表达式，则从这个表达式后的语句开始执行，并执行后面所有	case	后的语句。

操作样例
1.	 拖入	输入框	组件，设置输出变量	inputContent，并添加“标题”与“输入描述”，例：请输入任意数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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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	条件（Swtich）	组件，设置表达式		Convert.ToInt32(inputContent)	+	3	>=	10	:	

3.	 双击展开条件	Switch	组件，并点击	“Case	True”模块，拖入	写入日志	组件至容器内，填入当表达式为真的描述：您输入
的数字大于或等于	7。用相同的操作设置“Case	False”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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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并点击运行流程，查看日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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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操作（While）
当满足指定条件时重复执行特定流程。与循环操作(Do	While)的区别为，此组件先判断后执行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循环条件：填写循环条件，即，当什么情况下执行循环体。

操作样例
1.	 拖入循环操作（While）	组件，创建int32类型变量count，设置默认值为1，并添加循环条件	count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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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展开组件，拖入流程图组件至容器内并双击展开，拖入流程决策	组件，设置String类型变量t1，输入时间默认值，
如："2020-12-18	11:35:00":	

3.	 输入判断条件	System.DateTime.Now.CompareTo(Convert.ToDateTime(t1))	<	0	（获取当前时间并与指定时间t1做比较），
如果值为真（即当前时间早于指定时间），则用终止循环组件来结束循环，如果值为假，用赋值组件递增循环变量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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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流程，查看流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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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操作（Do	While）
先执行后判断。当满足指定条件时，执行后续组件且至少执行一次；结束时再次判断指定条件，当不再满足时，退出循环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循环条件	：执行此循环需满足的条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循环操作（Do	While）	组件，创建变量count，设置数据类型为Int32，默认值为1，并添加循环条件	count	<=	3，如

下图所示：	

追加到CSV文件

822



2.	 双击展开组件，将赋值组件拖入循环操作（Do	While）容器内，设置count递增，即	count	=	count	+	1：	

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填入打印内容:	"循环次数：	"	+	count.ToString()，并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输出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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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循环（For	Each）
支持用户对某一对象内的数据逐个进行访问并处理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循环体	：被执行循环的对象集合

输出

当前索引：当前次循环的对象索引

操作样例
1.	 设置变量list，变量类型为	List<String>	,	并添加默认值		new	List<String>{"a","b","c"}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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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循环操作（For	Each）	组件，并设置循环体为变量list：	

3.	 双击展开组件，将写入日志	组件拖入循环操作（For	Each）组件容器内，并设置日志文本为：“当前值是：	”	+	item，然
后点击运行流程并查看输出日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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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循环
跳出当前次循环，执行下一次循环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创建变量list，变量类型为	List<String>	,	默认值为		new	List<String>{"a","b","1","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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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循环操作（For	Each）	组件，将变量list作为循环体：	

3.	 拖入流程图组件至循环操作（For	Each）容器内，拖入流程决策组件并输入判断条件	ite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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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判断条件为真时跳出当次循环并开始执行下一次循环；判断条件为假时将当前值作为日志文本输出。拖入继续循环组件
与写入日志组件，如下图所示：	

5.	 点击运行流程并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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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循环
跳出当前整个循环，执行循环后的组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循环操作（While）	组件，创建int32类型变量count，设置默认值为1，并添加循环条件	count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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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展开组件，拖入流程图组件至容器内并双击展开，拖入流程决策	组件，设置String类型变量t1，输入时间默认值，
如："2020-12-18	16:35:00":	

3.	 输入判断条件	System.DateTime.Now.CompareTo(Convert.ToDateTime(t1))	<	0	（获取当前时间并与指定时间t1做比较），
如果值为真（即当前时间早于指定时间），则用终止循环组件来结束循环，如果值为假，用赋值组件递增循环变量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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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流程，查看流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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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使你能够创建由许多组件组成的线性流程，这些组件按顺序执行。它既可以用作独立的自动化流程，也可以作为流程图的一
部分包含在内，以帮助你对特定活动进行分组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序列组件至项目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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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展开组件，拖入其他任何组件至序列容器内，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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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
同时执行此组件内所包含的纵向序列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结束条件	：设置结束执行的条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并列组件并双击展开，拖入两个序列组件，并重命名为“序列-左侧”与“序列-右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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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展开左右两次序列，并拖入一些相关组件，做好备注，如下图所示：	

3.	 保存并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输出日志，了解并行组件功能：左侧流程延迟时间段内会运行右侧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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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捕捉（Try	Catch）
针对异常处理，能够捕获流程图或活动中的指定异常类型，并显示错误通知或继续执行。由三部分组成：

Try	：组件执行过程中可能抛出的异常
Catches	：抛出异常时的处理方案

Exception：捕捉的异常类型，可添加多个
Finally	：在组件结束时执行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打开浏览器	组件，输入网址“https://www.aliyun.com	”。

2.	 设置变量list，变量类型为	List<String>	，默认值为	new	List<String>{"最新活动","产品","解决方案"}	，如下图所示：

3.	 拖入循环操作（For	Each）	组件并设置循环体为变量list；拖入错误捕获（Try	Catch）	组件：

错误捕捉(Try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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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双击展开错误捕获组件，拖入点击组件至tryCatch容器内，点击指定网页最上端的“最新活动”元素，并打开选择器将Sinfo
值“最新活动”用变量代替“{item}”:

5.	 点击“添加新捕获”选择System.Exception选项，拖入写入日志	组件并填写输出	exception.Message	+	"切换至初始页"	；拖入当
前页跳转	组件并输入网址“https://www.aliyun.com”。

说明：

try容器中点击过list中第一个元素后当前页面会跳转为其他页面，导致循环点击list的其他元素时失败，为此我们在
catch中设置跳转为初始页面，以此来初始化页面从而可正常点击list中其他元素：

错误捕捉(Try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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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流程查看结果：	

错误捕捉(Try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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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
对指定变量进行赋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变量名	：被赋值的变量名
值	：赋值内容，需与被赋值的变量名类型相同

操作样例
1.	 拖入循环操作（Do	While）	组件，创建变量count，设置数据类型为Int32，默认值为1，并添加循环条件	count	<=	3，如

下图所示：	

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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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展开组件，将赋值组件拖入循环操作（Do	While）容器内，设置count递增，即	count	=	count	+	1：	

3.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填入打印内容:	"循环次数：	"	+	count.ToString()，并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输出日志：	

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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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多个)
支持对最多10个变量进行赋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赋值（多个）	组件，创建变量	a	与	b，变量类型为Int32，如下图所示：	

赋值(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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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入变量名至赋值组件并填入对应的值，拖入确认框组件，填入标题及描述	(a+b).ToString()	:	

3.	 运行流程查看结果：	

赋值(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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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
下一个组件执行前添加等待时间，当指定时间过后，开始执行此组件后的流程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等待时间	：设置延迟时间，格式：时:分:秒

操作样例
1.	 拖入打开浏览器组件，并输入网址，如："https://www.baidu.com":	

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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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延迟组件，设置延迟时间；拖入输入文本组件，指定输入框元素并设置输入文本，如："云扩科技"：	

3.	 运行流程查看延迟效果：	

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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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试
当执行的流程符合条件且遇到错误时尝试再次执行。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条件：设置重试的条件，可接变量。为	True	时表示执行重试，为	False	时表示不执行重试。
重试次数	：设置重试的次数，可接变量。
重试间隔	：设置重试的间隔，默认为时分秒的格式：00:	00:	00。

操作样例
1.	 拖入	重试	组件，根据需要设置重试次数（3）与重试间隔（00:	00:	05）；双击展开，拖入	等待元素出现	组件，指定需要

操作的元素，并设置输出结果变量：isTrue	

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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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重试条件		isTrue	==	false	，保存并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运行结果：	

条件	：设置再次执行的条件；可接条件表达式或	Boolean	类型变量，如，True

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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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出异常
支持在流程执行时主动抛出异常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输入

异常	：设置需要抛出的异常类型及信息

操作样例
1.	 拖入等待元素出现组件并指定元素，设置失败后继续为“是”，添加输出结果变量isTrue	:	

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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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流程决策组件，输入条件isTrue:	

3.	 拖入抛出异常组件，输入异常信息内容		new	Exception("未找到元素")	：	

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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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并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运行结果：	

抛出异常

849



重新抛出异常
支持在流程执行时重新将异常的原始信息抛出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操作样例
1.	 拖入循环操作（While）	组件，设置变量，输入循环条件，并拖入错误捕获（Try	Catch）	组件至容器内，如下图所示：

重新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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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展开错误捕获（Try	Catch）组件，并分别拖入点击与赋值组件，指定对应元素，设置变量递增：	

3.	 拖入重新抛出异常组件至Catch容器内，然后保存并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运行结果：	

重新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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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子流程
支持调用执行其他子流程文件，并可在两个流程间进行参数的传递。可在组件面板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要调用的文件；亦
支持手动输入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小技巧：

将项目面板中的流程文件（扩展名为.xaml）拖拽至编辑区域，将自动生成“调用子流程”组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流程文件路径	：设置被调用的文件路径，支持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参数	：点击“设置参数”后在弹窗设置参数，并设置名称、方向、类型及值。在弹窗中点击“导入参数”可直接把被调用文
件的参数写入到参数列表。

操作样例

1.	 右击项目，添加一个流程图，命名为“流程A”，作为子流程被调用。
2.	 编写流程A：在流程A中拖入一个确认框组件，并设置属性参数，如下图所示。

3.	 在该项目的主流程（Main.xaml）中拖入一个调用子流程组件。

4.	 双击调用子流程组件，选择需调用的子流程“流程A”。
5.	 （可选）设置参数：单击“设置参数”按钮，可对当前调用的流程进行设置参数，在弹窗中点击“导入参数”可直接把被调

用文件的参数写入到参数列表。
6.	 保存并运行流程。
7.	 查看主流程调用子流程运行的结果。

调用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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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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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流程（引用项目）
该组件实现调用已引用的项目的流程文件，供当前项目流程使用。

说明：

在使用该组件前，需在项目面板中，右击项目名称，选择“引用项目”来引用项目的流程文件（一般为	dgs	文件）。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参数：点击“设置参数”后在弹窗设置参数，并设置名称、方向、类型及值。在弹窗中点击“导入参数”可直接把被调用文
件的参数写入到参数列表。

操作样例

1.	 在编辑器编辑页面，右击项目名称，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引用项目	>	选择文件。

2.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引用的dgs格式的项目文件。

调用流程（引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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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dgs格式的文件是导出项目时生成的项目文件。
项目文件选择完成后，在当前项目下的依赖项中。

3.	 在新建的流程中需要引用流程处，拖入调用流程（引用项目）	组件。

1.	 双击调用流程（引用项目）	组件进行配置：选择需调用的流程及流程主文件，如下图所示。

选择项目：下拉选择已引用的项目名称。
选择流程文件：下拉选择已引用的项目流程文件，一般为	xaml	形式的文件。
（可选）设置参数：单击“设置参数”按钮，可对当前调用的流程进行设置参数，在弹窗中点击“导入参数”可直接把
被调用文件的参数写入到参数列表。

调用流程（引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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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存并运行流程。

调用流程（引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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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流程
当执行到此组件时立即结束当前流程，不再执行后续流程。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循环操作（While）	组件，创建变量count并设置循环条件	count	<=	100：	

2.	 设置两个变量，分别为workEndDT	&	workStartDT，设置变量类型TimeSpan，默认值分别
为	DateTime.Parse("7:30").TimeOfDay		&		DateTime.Parse("20:30").TimeOfDay	;	拖入流程决策组件，设置判断条件:
	DateTime.Now.TimeOfDay	>	workEndDT	&&	DateTime.Now.TimeOfDay	<	workStartDT	:	

终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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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判断条件为真，则用终止流程组件终止流程；如果判断条件为假，则用赋值组件进行变量递增，循环继续：	

终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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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运行流程，查看运行结果：	

终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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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识别
默认使用当前用户登录权限，识别证照信息。

说明:

若用户未配置相应服务账号，用户只可使用当日免费服务次数。若想继续使用该服务需前往云扩	AI	HUB	配置使用配
额。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参数：点击组件【设置参数】按钮，可配置如下参数：
服务：可识别的证照的种类，目前支持身份证、行驶证、营业执照、银行卡、车牌。
平台：第三方	AI	平台，目前支持阿里云、腾讯	AI	、百度	AI	、讯飞	AI	、华为云。
图片文件：指定欲识别的图片路径，可接变量，建议使用常用的	jpg、jpeg	和	png	图片格式。

输出

识别结果：输出识别后的原始数据（JSON），仅支持变量。

操作样例

证照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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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证照识别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并设置变量	result(String)：	

2.	 双击打开证照识别，选取图片，例："D:\测试图片.jpg"，输入图片路径，选择需要的类型和对应平台，在输出中添加变量
result,	如下图所示：	

证照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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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说明：

需使用控制台账号登录编辑器（暂不支持私有化企业版），若超过试用次数，请前往云扩	AI	HUB	配置，如下图
所示：

证照识别

862

https://aihub.encoo.com/serviceAccount


票据识别
默认使用当前用户登录权限，识别票据信息。

说明:

若用户未配置相应服务账号，用户只可使用当日免费服务次数。若想继续使用该服务需前往云扩	AI	HUB	配置使用配
额。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参数：点击组件【设置参数】按钮，可配置如下参数：
服务：可识别的票据的种类，目前支持增值税发票、卷票、定额发票、银行回单。
平台：第三方	AI	平台，目前支持阿里云、腾讯	AI	、百度	AI	、讯飞	AI	、华为云。
图片文件：指定欲识别的图片路径，可接变量，建议使用常用的	jpg、jpeg	和	png	图片格式。

输出

识别结果：输出识别后的原始数据（JSON），仅支持变量。

操作样例

票据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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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票据识别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并设置变量result(String)：	

2.	 双击打开票据识别，选取图片，例："D:\测试图片.jpg"，输入图片路径，选择需要的类型和对应平台，在输出中添加变量
result,如下图所示：	

票据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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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说明：

需使用控制台账号登录编辑器（暂不支持私有化企业版），若超过试用次数，请前往云扩AI	HUB	配置，如下图所
示：

票据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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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文字识别
默认使用当前用户登录权限，识别通用文字信息。

说明:

若用户未配置相应服务账号，用户只可使用当日免费服务次数。若想继续使用该服务需前往云扩	AI	HUB	配置使用配
额。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
执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	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
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参数：点击组件【设置参数】按钮，可配置如下参数：
服务：可识别的通用文字的种类，目前支持手写数字、手写文本、通用文字(即，普通电子文本。如，网页文本)。
平台：自研及第三方	AI	平台，目前支持云扩	AI、百度	AI	、讯飞	AI	、华为云。
图片文件：指定欲识别的图片路径，可接变量，建议使用常用的	jpg、jpeg	和	png	图片格式。

输出

识别结果：输出识别后的原始数据（JSON），仅支持变量。

操作样例

通用文字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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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	通用文字识别	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并设置变量	result(String)：	

2.	 双击通用文字识别，选取图片，例："D:\测试图片.jpg"，输入图片路径，选择需要的类型和对应平台，在输出中添加变量
result,	如下图所示：	

通用文字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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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说明：

需使用控制台账号登录编辑器（暂不支持私有化企业版），若超过试用次数，请前往云扩	AI	HUB	配置，如下图
所示：

通用文字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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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设备
连接指定的手机，实现手机自动化。

属性

安卓

序列号：连接安卓手机设备的序列号，当平台类型选择Andriod时，出现此属性。

iOS

UUID：	连接iOS手机设备的UUID，支持一键填充。
版本号：连接iOS手机设备的版本号，支持一键填充。
设备名称：连接iOS手机设备的设备名称，支持一键填充。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连接配置

平台类型：连接设备的类型，分为	Andriod	和	iOS	。
终端地址：服务端地址，例如：""

操作样例
1.	 手机与电脑已建立连接，可参见移动设备管理

2.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

连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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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移动设备管理器窗口中复制已添加的设备信息。	

4.	 双击连接设备组件的空白处，进入配置界面。

5.	 选择平台类型并单击“一键填充”按钮，完成连接设备组件的配置。

6.	 保存并运行流程。

连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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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应用软件
打开手机上指定的应用软件。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目标

应用软件名：Bundle	Id	的应用名称，系统自动生成，可编辑且可为空，并不做定位效用。
应用标识名：应用软件的	Bundle	ID	。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打开应用软件组件。
3.	 单击打开应用软件组件中的选择软件链接，选择需要打开的软件名称并单击“运行”按钮，这里以打开“Metro大都会”软件

为例，如下图所示。

4.	 在编辑器界面，查看配置完成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打开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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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并运行流程,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打开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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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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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应用软件
关闭手机上指定的应用软件。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目标

应用软件名：Bundle	Id	的应用名称，系统自动生成，可编辑且可为空，并不做定位效用。
应用标识名：应用软件的Bundle	ID	。

操作样例
1.	 在完成打开应用软件组件-操作样例的基础上，拖入一个关闭应用软件组件至打开应用软件的下方。
2.	 单击关闭应用软件中的“选择软件”链接，选择需要关闭的软件名称，并单击“停止”按钮，这里以关闭“Metro大都会”软件

为例，如下图所示。

3.	 在编辑器界面，查看配置完成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关闭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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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并运行流程。

关闭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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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模拟人工进行点击手机屏幕的指定位置。

属性

点击

点击类型：选择模拟点击的类型，通过下拉框选择。有4种类型：单击，双击，按下，松开。
光标位置：描述从	横坐标偏移	和	纵坐标偏移	属性添加偏移量的光标的起点。默认选项是中心。
横坐标百分比：根据光标位置进行百分比移动。以点击所指定矩形框的长度为基数，乘以此属性值，结果和	光标位置的
横坐标相加，得到最终的点击横坐标。

例如填写"0.5",光标位置选择"中心"，最终点击位置的计算过程：取指定元素的矩形框长度，乘以0.5，结果为矩形框长度
的一半；后和光标位置"中心"执行相加计算，最终得到的数字为点击的横坐标，即为矩形框的右边框中心处。

横坐标偏移：根据光标位置字段中选择的选项，光标位置的水平位移像素量。例如填写“10”，则代表以光标位置为开
始，向右偏移10个像素。计算坐标时，以屏幕左上角为原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纵坐标百分比：根据光标位置进行百分比移动。以点击所指定矩形框的宽度为基数，乘以此属性值，结果和	光标位置的
纵坐标相加，得到最终的点击纵坐标。

例如填写"0.5",光标位置选择"中心"，最终点击位置的计算过程：取指定元素的矩形框宽度，乘以0.5，结果为矩形框宽度
的一半；后和光标位置"中心"执行相加计算，最终得到的数字为点击的纵坐标，即为矩形框的下边框中心处。

纵坐标偏移：根据光标位置字段中选择的选项，光标位置的垂直位移像素量。例如填写“10”，则代表以光标位置为开
始，向下偏移10个像素。计算坐标时，以屏幕左上角为原点。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基本

超时（毫秒）：指定最长等待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如果超出该时间后组件未执行，系统会抛出错误。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可选项

彩色识别：仅当图像识别时，才出现此属性，默认为否。
阈值：仅当图像识别时，和出现此属性，默认为0.75，值越大，匹配越严格。

目标

选择器：用于指示要点击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点击组件。
3.	 单击点击组件中的“指定元素”链接，进入移动设备管理器界面指定元素，如下图所示。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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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点击“学习强国”应用并打开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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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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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屏幕
模拟人工进行长按手机屏幕指定元素效果。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目标

选择器：用于指示要点击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长按屏幕组件。
3.	 单击长按屏幕组件中的指定元素链接，进入移动设备管理器界面指定元素，如下图所示。

4.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长按“京东金融”应用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长按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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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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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屏幕
模拟人工进行尝手机屏幕效果。

说明：

该组件仅能放置于连接设备组件内，且操作自动绑定至外层设备。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目标

选择器：用于指示要点击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滑动屏幕组件。
3.	 单击滑动屏幕组件中的指定元素链接，在移动设备管理器界面按下鼠标左键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滑动，如下图所示。

滑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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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屏幕出现左滑或右滑的效果。

滑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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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屏
该组件主要实现截取手机屏幕或图片，并保存至指定路径中。

说明：

当目标属性未填写时，默认截取全屏。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	"是"	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	"否"	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目标

起点横坐标百分比：根据光标位置进行起点	X	轴的百分比移动。
起点纵坐标百分比：根据光标位置进行起点	Y	轴的百分比移动。
终点横坐标百分比：根据光标位置进行终点	X	轴的百分比移动。
终点纵坐标百分比：根据光标位置进行终点	Y	轴的百分比移动。

输出

路径：截屏图片的保存位置。与	图片	属性，二者选其一进行填写。此项可为空，当不填写时，默认不保存截屏。支持相
对路径和绝对路径。路径需指明文件名和后缀；支持的后缀为：PNG,	BMP,	JPEG,	JPG。例如：E:\Screenshot.jpg。仅支
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同名覆盖：当按照上述	路径	保存截屏，且出现同名文件时，如果此项勾选则不报错，执行替换保存操作；如果此项未勾
选，则报错运行失败。
图片：将截屏图片保存到此变量。与	路径	属性，二者选其一进行填写。此项可为空。变量填写需指定
System.Drawing.Image	类型。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	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	截屏	组件。
3.	 单击	截屏	组件中的“拖拽截屏区域”链接，在手机屏幕上拖拽需截图的区域。

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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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截屏	组件的属性参数。

路径：保存截屏图片的路径。如，"D:\workspace\document	images\shortscreen.png"
5.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已将截图保存至预先设定的文件路径中。

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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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剪贴板文本
获取手机端当前剪贴板中字符串文本。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输出

文本：将获取到的剪贴板中的字符串文本存到此变量中。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设置剪贴板文本组件。
3.	 为该组件配置属性，如下图所示。

文本：填写欲指定至手机剪贴板中的字符串文本，如，	"Test"	。
4.	 在设置剪贴板文本组件下方，拖入一个获取剪贴板文本组件。

5.	 设置获取剪贴板文本组件的属性。

获取剪贴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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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该组件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

7.	 为写入日志组件设置属性。

日志内容：填写期望输出的日志内容，如，	O	。
8.	 保存并运行流程。

9.	 在输出窗口中查看流程运行结果。

获取剪贴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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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剪贴板文本
将指定的字符串文本设置到手机剪贴板中。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输入

文本：欲指定至手机剪贴板中的字符串文本，可接变量。

说明：

Android手机设置剪贴板内容大小不可以超过20K。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设置剪贴板文本组件。
3.	 为该组件配置属性，如下图所示。

文本：填写欲指定至手机剪贴板中的字符串文本，如，	S	。

4.	 在该组件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

设置剪贴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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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写入日志组件设置属性。

日志内容：填写期望输出的日志内容，如，	S	。
6.	 保存并运行流程。

7.	 在输出窗口中查看流程运行结果。

设置剪贴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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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文本
将文本内容发送至光标所在处。

说明：

该组件仅能放置于连接设备组件内，且操作自动绑定至外层设备。
在该组件前建议放置点击等组件。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输入

文本：输入待发送的文本内容。

可选项

输入后回车：输入文本后是否回车。选择“是”时，输入文本后自带一个回车符；选择“否”时，输入文本后无附加回车
符。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点击组件。
3.	 单击点击组件中的“指定元素”链接，指定需要输入文本内容的地方。

发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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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点击组件下方，拖入一个发送文本组件。

5.	 在发送文本组件中的文本框中输入一段需发送的文本内容，如，"Hello!"。

发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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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需要发送的文本被发送至微信的发送框中，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发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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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文本
获取指定元素的文本。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目标

选择器：用于指示要点击的目标位置。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文本：将获取到的文本内容存储到此变量，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获取文本组件。
3.	 单击获取文本组件中的“指定元素”链接，指定需要获取的元素的文本。

获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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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获取文本组件的属性参数。

5.	 在获取文本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确认框组件，并配置属性参数，将获取到的属性文本值输出至确认框中。

标题：输入确认框的标题，如，"确认获取文本的值"
描述：输入确认框中的正文内容，如，"GetText:"+GetText

6.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将获取到的文本内容输出至确认框中的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获取文本

894



获取文本

895



获取结构化数据
获取手机端指定页面的结构化数据，目前仅支持桌面应用。

说明：

Android仅能获取可视区域内的数据，需要手动滑动获取更多数据。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目标

XML数据：定义从网页中提取哪些数据。
选择器	：用于指示要获取数据的目标区域。可通过点击指定数据源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数据表：将获取到的结构化数据存储到此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获取结构化数据组件。
3.	 单击获取结构化数据组件中的“指定元素”链接，指定需要获取的结构化数据。

获取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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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出的获取结构化数据对话框中，按照向导进行获取元素。

说明：

如果没获取到结构化数据，提示“请指定数据源内第二个元素”，单击“下一步”进行指定元素。
如果已获取到结构化数据，将弹出“获取结构化数据”属性界面，用于配置获取结构化数据的列名称及配置属
性以获取更多数据。

5.	 获取结构化数据完成后，可预览数据，如下图所示。

获取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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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获取结构化数据组件的属性参数。

获取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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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获取结构化数据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预览数据表组件，并配置属性参数，将获取到的数据输出至数据表中。

数据表：填写已输出的数据表对应的变量，如，	DT	。
8.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获取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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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元素属性值
输出指定元素的属性值，并将其存储在输出变量属性值中。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输入

属性名：要获取目标元素的属性名，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输出

属性值：获取到的属性值内容，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目标

选择器：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获取元素属性值组件。

获取元素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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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获取元素属性值组件中的“指定元素”链接，指定需要获取的元素。	

4.	 在获取元素属性值组件中的下拉框中，选择需要获取的属性名，如下图所示。	

5.	 配置获取元素属性值组件的属性参数。	

6.	 在获取元素属性值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并配置属性参数，将获取到的元素属性值输出至日志中。
日志级别：下拉选择日志级别，如，Info

获取元素属性值

901



日志内容：输入日志内容，如，"获取到的元素属性值为："+GetElementAttribute
7.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将获取到的元素属性值输出至日志中的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获取元素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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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短信验证码
获取手机的短信验证码信息。

说明：	目前仅支持	Andriod	手机。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输入

开始时间：输入日期类型的变量，用来过滤该时间点以后的短信内容。
超时（秒）：在该时间内进行轮询，如果匹配到结果将返回验证码信息，而匹配超时将导致该组件执行失败，默认为超
时60秒。

可选项

来源号码：验证码短信的来源号码。
正则匹配：用来进行短信验证码内容匹配，支持正则表达式。

说明：

此处填写的正则表达式，仅对获取到的验证码（如，548721）再进行正则过滤匹配。

输出

验证码：获取到的验证码内容。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按照顺序搭建流程，如下图所示。

获取短信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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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流程中各组件，说明如下：

打开应用软件：单击指定元素，选择需要打开的手机应用，如，爱康约体检查报告
赋值：定义一个	DateTime	类型的变量，并获取当前时间，如，Starttime	=	System.DateTime.Now
点击：指定元素为手机上应用中的发送验证码按钮。
获取短信验证码：配置获取短信验证码的输入和输出属性，如下图所示。

写入日志：输出验证码信息。

4.	 保存并运行流程。

5.	 运行过程中，在手机端可看到效果如下：

获取短信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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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输出框中也可查看运行结果。

常见问题

获取短信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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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为何获取不到短信验证码？	
A：检查手机短信验证码安全保护是否禁止，若开关打开，则无法获取到验证码。

获取短信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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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文本
清空指定输入框内的文本。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目标

选择器：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清空文本组件。
3.	 单击清空文本组件中的指定元素链接，在移动设备管理器界面指定需要清空的文本，如下图所示。	

4.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屏幕上文本框中的内容被清空的效果。

清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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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主页
当执行到此组件时，返回到当前设备的主页。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打开应用软件组件。
3.	 单击打开应用软件组件中的选择软件链接，选择需要打开的软件名称并单击“运行”按钮，这里以打开“Metro大都会”软件

为例，如下图所示。

4.	 在编辑器界面中打开应用软件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返回主页组件。

5.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屏幕上从打开的“Metro大都会”软件界面返回至手机主页的界面。

返回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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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元素出现
等待指定元素的出现，支持图像识别和指定元素。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目标

选择器：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可选项

彩色识别：仅当图像识别时，才出现此属性，默认为否。
阈值：仅当图像识别时，和出现此属性，默认为0.75，值越大，匹配越严格。

输出

结果：将此组件执行的成功与否的结果存储在此变量。当指定目标出现时，存储的值为True，仅支持布尔型变量和布
尔。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等待元素出现组件。
3.	 单击等待元素出现组件中的指定元素链接，选择需要指定等待出现的元素，这里以等待某一图片轮播出现为例，如下图

所示。

等待元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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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等待元素出现组件的属性参数。

5.	 在等待元素出现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并配置属性参数，将等待元素出现组件返回的结果输出至日志
中。

日志级别：下拉选择日志级别，如，Info
日志内容：输入日志内容，如，S.ToString()

6.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将等待元素出现组件返回的结果输出至日志中的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等待元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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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元素消失
等待指定元素的消失，支持图像识别和指定元素。

属性

基本

后延迟（毫秒）：在执行组件操作之后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前延迟（毫秒）：在开始执行组件操作之前的延迟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失败后继续：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显示名称：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目标

选择器：要获取的特定UI元素。可通过点击指定元素自动生成，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匹配超时(毫秒)：限定查找目标元素时间，超出指定时间后将不再等待。若超过此时间还未匹配到指定元素则会抛出错
误。单位为毫秒（ms）,1000ms	=1s，仅支持整型变量和整型。

可选项

彩色识别：仅当图像识别时，才出现此属性，默认为否。
阈值：仅当图像识别时，和出现此属性，默认为0.75，值越大，匹配越严格。

输出

结果：将此组件执行的成功与否的结果存储在此变量。当指定目标出现时，存储的值为True，仅支持布尔型变量和布
尔。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连接设备组件至流程中，具体参见连接设备组件	-	操作样例。
2.	 在连接设备组件内拖入一个等待元素消失组件。
3.	 单击等待元素消失组件中的指定元素链接，选择需要指定等待消失的元素，这里以等待某一图片轮播消失为例，如下图

所示。

等待元素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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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等待元素消失组件的属性参数。

5.	 在等待元素消失组件的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并配置属性参数，将等待元素消失组件返回的结果输出至日志
中。

日志级别：下拉选择日志级别，如，Info
日志内容：输入日志内容，如，W.ToString()

6.	 保存并运行流程，可看到将等待元素消失组件返回的结果输出至日志中的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等待元素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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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理解
可实现根据在企业版控制台设置的文档理解模板对文件识别。在编辑器或机器人运行时基于当前激活信息的控制台权限。

说明

仅支持企业版（私有化部署），且需购买控制台中的文档理解服务后方可使用该功能。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输入

资源组	：输入或从下拉列表选择资源组。支持字符串变量或字符串。
模板名称	：输入或从下拉列表选择配置的文档理解模板名称。支持字符串变量或字符串。
文件路径	：输入欲被识别的文件路径，支持PDF或图片格式文件。支持字符串变量或字符串。

输出

识别结果	：输出识别的结果（JSON），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操作样例

文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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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文档理解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并设置变量result(String)：	

2.	 双击打开文档理解，选取PDF，例："D:\测试.PDF"，输入PDF路径，选择资源组和模板名称，在输出中添加变量result,如
下图所示：	

文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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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说明：

组件需要私有化部署，控制端设置如下图所示：

文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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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资产
可实现获取企业版控制台数据中心设置的资产。在编辑器或机器人运行时基于当前激活信息的控制台权限。	仅支持企业版。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超时（毫秒）：指定此组件的执行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包含匹配超时（毫秒）。若超出此时间，组件
还未执行，会抛出错误。

输入

资源组	：输入或从下拉列表选择资源组。支持字符串变量或字符串
资产名称	：输入或从下拉列表选择资产名称。支持字符串变量或字符串

输出

值	：输出资产的值。仅支持变量。注意：变量类型依赖于所获取资产在控制台设置的值类型，例如获取凭证类资产，变
量类型应为	Encoo.DataType.Credential；可使用Credential.UserName和Credential.Password获取用户名和密码

操作样例

获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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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获取资产组件至项目流程中，并设置变量result(String)：	

2.	 双击打开获取资产，选择资源组和资源名称，在输出中添加变量result,如下图所示：	

获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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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查看运行结果：	

说明：

组件需要私有化部署，控制端设置如下图所示：

获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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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文件
将本地文件上传至云扩	RPA	控制台（企业版）的“数据中心	>	文件服务”中。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同名替换：是否在同一目录下有相同名称的文件时替换原文件。
勾选后：在同一目录下有相同文件时，则替换原文件。
不勾选：在同一目录下有相同文件时，则弹框提示“已有同名文件存在”。

输入

本地文件路径：选择待上传的文件路径，可接变量。
目标位置：选择控制台文件服务中的文件夹路径作为待上传文件的路径	，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上传文件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上传文件组件的空白处，在组件界面配置其属性。	

目标位置：选择控制台文件服务中的文件夹路径作为待上传文件的路径，如，"Test_demo"
本地文件路径：选择本地待上传的文件路径，如，"执行CSharp代码.xaml"

3.	 保存并运行流程。
4.	 在控制台中查看运行结果。

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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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文件
下载云扩	RPA	控制台“数据中心	>	文件服务”中已上传的文件。

说明：

该组件仅支持企业版可用。
目前仅支持单个文件下载。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保存至目录：下载的文件被保存至目录路径，可接变量。

说明：

若指定目录不存在,则按指定目录进行新建。
若此项不填写，默认为	windows	的下载目录。

超时：超时时间（时分秒），默认不限制超时时间：00:00:00，可接变量。

同名替换：被下载的文件保存到文件夹时，若有同名文件时是否替换覆盖原有文件。勾选表示替换，否则为不替换，不
替换时在原文件名中增加当前时间的时间戳，如，原文件名-YYYYMMDDhhmmss。

输入

文件路径：输入或选择控制台文件服务中的文件路径，可接变量。

输出

本地文件路径：输出下载到本地后的绝对路径。

操作样例
1.	 拖入下载文件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打开组件，选择需要下载的文件。

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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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属性参数。

4.	 保存并运行流程。

5.	 在资源管理器中按照已设定的下载路径，查看已下载的文件。

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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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件/文件夹
删除云扩	RPA	控制台（企业版）的“数据中心	>	文件服务”中的指定文件/文件夹。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件/文件夹路径：选择需要删除的控制台文件服务中的文件或文件夹路径，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删除文件/文件夹组件至流程中。
2.	 双击删除文件/文件夹组件的空白处，选择需要删除的控制台文件服务中的文件或文件夹路径，如，"Test_demo/执行

CSharp代码.xaml"

3.	 保存并运行流程。

4.	 在控制台的“数据中心	>	文件服务”中查看指定文件/文件夹是否被成功删除。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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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表
在编辑器内部资源文件中创建一个数据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表名：欲创建的表的名称，可接变量。
数据表：已搭建的数据表，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搭建数据表组件至流程中，详情请参见搭建数据表，此处搭建如下图所示。

2.	 在搭建数据表组件下方，拖入一个创建表组件至流程中。

3.	 配置创建表组件的属性。

表名：自定义需要创建的数据表的表名，如，	"students"	。
数据表：填写已搭建的数据表，如，	datatable_test	。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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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并运行流程。

5.	 查看运行结果。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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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表
删除在编辑器内部资源文件中已创建的数据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表名：欲删除已创建的数据表的表名。

操作样例
1.	 使用创建表组件已创建数据表，参见数据表。
2.	 拖入一个删除表组件至流程中。
3.	 配置删除表组件的属性。

表名：填写已创建的数据表的表名，如，	"students"	。

4.	 保存并运行流程。

5.	 查看运行结果。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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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语句
在编辑器内部资源文件中创建的数据表中执行SQL语句。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可选项

超时：执行SQL语句超出的时长，默认为	00:00:30	,	格式为	时：分：秒。

输出

作用行数：SQL语句执行后作用的行数。

输入

Sql语句：欲执行的SQL语句，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使用创建表组件已创建数据表，参见数据表。
2.	 拖入一个执行语句组件至流程中。
3.	 配置执行语句组件的属性。

Sql语句：填写欲执行的SQL语句，如，	"drop	table	students"	

4.	 保存并运行流程。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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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运行结果。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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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表
更新编辑器内部资源文件中数据表的某列的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表名：欲更新的表名称，可接变量。

输出

作用行数：更新数据表时，影响的行数，仅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使用创建表组件已创建数据表，参见数据表。
2.	 拖入一个更新表组件至流程中。

3.	 配置更新表组件的属性。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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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并运行流程。

5.	 查看运行结果。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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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查询编辑器内部资源文件中的数据表中指定自定义条件的数据。相当于	selece	*	from	table	where	xxx'	。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表名：欲筛选的目标表名，可接变量。

输出

结果：已筛选的数据表结果存在此变量，仅可接DataTable变量。

操作样例
1.	 使用创建表组件已创建数据表，参见数据表。
2.	 拖入一个查询组件至流程中。

3.	 配置查询组件的属性。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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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并运行流程。

5.	 查看运行结果。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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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全部数据表
此组件可清空整个资源	>	数据表下的所有数据表中的数据，不删除表。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使用创建表组件已创建数据表，参见数据表。
2.	 拖入一个清空全部数据表组件至流程中。

3.	 保存并运行流程。

4.	 查看运行结果。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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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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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赋值
该组件可对多个项目资源文本赋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操作样例
1.	 拖入一个文本赋值组件至流程中。

2.	 配置文本赋值组件。

文本名称：指定在项目的资源文本文件中定义的文本名称。
值：文本的值，可接变量。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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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存并运行流程。

4.	 查看流程运行结果。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946



读取文本
读取项目资源文本文件中的文本值。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迟(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本名称：指定在项目的资源文本文件中定义的文本名称。

输出

值：文本名称对应的文本值，可接变量。

操作样例
1.	 使用文本赋值组件已给指定文本进行赋值，参见文本赋值。
2.	 拖入一个读取文本组件至流程中。
3.	 配置读取文本组件属性。

文本名称：已使用文本赋值组件赋值的文本名称，如，	"ABC"	。
值：在编辑器中定义的用于输出文本值的String类型变量，如，	S	。

4.	 在读取文本组件下方，拖入一个写入日志组件。

5.	 配置写入日志组件属性。

日志级别：选择日志级别，如，	Info	。
日志内容：填写输出的变量值，如，	S	。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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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存并运行流程。

7.	 查看流程运行结果。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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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触发器
文件触发器用于监听指定文件夹下文件变化，设置特定触发条件并自动执行流程。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输入

文件夹路径	：输入被监听的文件夹路径；支持绝对和相对路径；可接变量
文件筛选	：输入被监听的文件类型；支持通配符（	和	?）或指定文件名称，例如：.xls	或	?.jpg
监听事件	：选择监听的事件类型：创建、删除、修改
包含子文件夹	：指定是否监听子文件夹中符合类型的文件

可选项

超时	：输入超时时间，格式：时:分:秒

输出

文件路径	：输出监听到的文件路径。仅支持字符串变量

操作样例
1.	 拖入文件触发器组件，新建文件路径变量	path	，变量类型为	String	，输入监听事件	"创建"	，输入文件夹路径	"D:\图

片"	，输入文件夹筛选	"*.png"	，输出文件路径	path	，如下图所示：	

文件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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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打印文件路径，输入日志内容	path	，运行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在	D:\图片	中放入一个.png文
件，触发器(文件)检测到新增.png文件，观察打印结果，打印新增的.png文件路径，如下图所示：	

文件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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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触发器(Outlook)
邮件触发器（Outlook）用于监听Outlook邮箱接收新邮件事件，设置特定触发条件，满足条件时自动执行流程。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邮件

邮箱地址	：输入被监听Outlook中配置的邮箱地址；可接变量

可选项

发件人	：输入监听的邮件中发件人邮箱地址；支持多个，多个则以英文分号分隔；新邮件中包含其中一个发件人则视为
满足触发条件；可接变量
附件	：选择是否监听有附件的新邮件
文件夹	：输入被监听的邮箱文件夹（根据本机所安装Outlook语言版本而设置：例如英文版写	“inbox”,	中文版写	“收件
箱”）；为空则监听整个收件箱；可接变量。

说明：

以中文版为例：若监听子文件夹需填写	“收件箱\文件夹名称”，若只填写“收件箱”监听不到子文件夹邮件。

标题关键字	：输入监听新邮件中包含的标题关键字；支持多个，多个则以英文分号分隔；新邮件中包含其中一个标题关
键字则视为满足触发条件；可接变量
超时	：输入超时时间，格式：时:分:秒

输出

新邮件	：输出监听到的新邮件。仅支持System.Net.Mail.MailMessage变量

操作样例

1.	 安装配置完成Outlook软件后，拖入邮件触发器(Outlook)，新建变量	newmail	，变量类型为	MailMessage	，输入邮箱地
址，输出新邮件	newmail	，如下图所示：	

邮件触发器(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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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打印邮件内容，输入日志内容	newmail.Body	，运行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往此邮箱中发送一封邮
件，Outlook收到邮件后，触发器(Outlook)检测到新邮件，观察打印结果，打印此新增邮件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邮件触发器(Outlook)

952



邮件触发器(Exchange)
邮件触发器（Exchange）用于监听Exchange服务器接收新邮件事件，设置特定触发条件，满足条件时自动执行流程。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服务器

Exchange版本	：选择Exchange版本
服务器	：输入被监听的服务器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

域名	：输入被监听的域名；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箱地址	：输入被监听的邮箱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邮箱密码	：输入被监听邮箱对应的密码。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共享账号	：输入被监听的共享账号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发件人	：输入监听的邮件中发件人邮箱地址；支持多个，多个则以英文分号分隔；新邮件中包含其中一个发件人则视为
满足触发条件；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附件	：选择是否监听有附件的新邮件
文件夹	：输入被监听的邮箱文件夹（根据本机所安装Outlook语言版本而设置：例如英文版写	“inbox”,	中文版写	“收件
箱”）；为空则监听整个收件箱；可接变量

说明：

以中文版为例：若监听子文件夹需填写	“收件箱\文件夹名称”，若只填写“收件箱”监听不到子文件夹邮件。

标题关键字	：输入监听新邮件中包含的标题关键字；支持多个，多个则以英文分号分隔；新邮件中包含其中一个标题关
键字则视为满足触发条件；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超时	：输入超时时间，格式：时:分:秒

输出

新邮件	：输出监听到的新邮件。仅支持System.Net.Mail.MailMessage变量

操作样例

邮件触发器(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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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拖入邮件触发器(Exchange)，新建变量	newmail	，变量类型为	MailMessage	，输入服务器地址例
如	https://partner.outlook.cn/	，输入邮箱地址和密码，输出新邮件	newmail	，如下图所示：	

2.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打印邮件标题，输入日志内容	newmail.Subject	，运行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往此邮箱中发送一封
邮件，Exchange服务收到邮件后，触发器(Exchange)检测到新邮件，观察打印结果，打印此新增邮件的标题，如下图所
示：	

邮件触发器(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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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触发器(IMAP)
邮件触发器（IMAP）用于监听支持	IMAP	协议的邮箱接收新邮件事件，设置特定触发条件，满足条件时自动执行流程。

属性

基本

显示名称	：默认为该组件的名称。支持更改，用户自定义此组件的显示名称
失败后继续	：设置当此组件运行失败时，是否忽略此错误继续运行下一个组件。下拉框选择，当选择"是"时，如果该组
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程也会继续执行下一个组件，并不会停止；当选择"否"时，如果该组件运行时遇到错误，该流
程将会停止执行并抛出错误
前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前的等待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上一个组件执
行完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此组件
后延时(毫秒)	：指定在此组件执行后的延迟时间。单位为毫秒（ms）,1000ms	=	1s。若此处填写1000，意为此组件执行完
毕后，等待一秒钟后执行下一个组件

服务器

服务器	：输入被监听的服务器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端口号	：输入被监听的端口号。仅支持整型变量和字符串

邮件

邮箱地址	：输入被监听的邮箱地址。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密码	：输入被监听邮箱对应的密码。仅支持字符串变量和字符串

可选项

安全连接	：指定检测加密方法，默认为自动；选项包括：无、自动、SSL、STARTTLS、如果支持STARTTLS则使用
发件人	：输入监听的邮件中发件人邮箱地址；支持多个，多个则以英文分号分隔；新邮件中包含其中一个发件人则视为
满足触发条件；可接变量
附件	：选择是否监听有附件的新邮件
文件夹	：输入被监听的邮箱文件夹（根据本机所安装Outlook语言版本而设置：例如英文版写	“inbox”,	中文版写	“收件
箱”）；为空则监听整个收件箱；可接变量

说明：

以中文版为例：若监听子文件夹需填写	“收件箱/文件夹名称”，若只填写“收件箱”监听不到子文件夹邮件。

标题关键字	：输入监听新邮件中包含的标题关键字；支持多个，多个则以英文分号分隔；新邮件中包含其中一个标题关
键字则视为满足触发条件；可接变量

超时	：输入超时时间，格式：时:分:秒

输出

新邮件	：输出监听到的新邮件。仅支持System.Net.Mail.MailMessage变量

操作样例

1.	 以Outlook邮箱举例，拖入邮件触发器(IMAP)，新建变量	newmail	，变量类型为	MailMessage	，输入服务器	"i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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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outlook.com"	，端口号	993	，输入邮件地址和密码，输出新邮件	newmail	，如下图所示：	

2.	 拖入写入日志组件，打印邮件内容，输入日志内容	newmail.Body	，运行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往此邮箱中发送一封邮
件，Outlook服务器收到邮件后，触发器(IMAP)检测到新邮件，观察打印结果，打印此新增邮件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邮件触发器(I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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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字符编码
要为上述活动设置此属性，请使用下表中与要使用的编码类型对应的"名称"字段中的值。

名称 显示名称

IBM437 OEM	United	States

IBM500 IBM	EBCDIC	(International)

ASMO-708 Arabic	(ASMO	708)

DOS-720 Arabic	(DOS)

ibm737 Greek	(DOS)

ibm775 Baltic	(DOS)

ibm852 Central	European	(DOS)

IBM855 OEM	Cyrillic

ibm857 Turkish	(DOS)

IBM00858 OEM	Multilingual	Latin	I

IBM860 Portuguese	(DOS)

ibm861 Icelandic	(DOS)

DOS-862 Hebrew	(DOS)

IBM863 French	Canadian	(DOS)

IBM864 Arabic	(864)

IBM865 Nordic	(DOS)

cp866 Cyrillic	(DOS)

ibm869 Greek,	Modern	(DOS)

IBM870 IBM	EBCDIC	(Multilingual	Latin-2)

windows-874 Thai	(Windows)

cp875 IBM	EBCDIC	(Greek	Modern)

shift_jis Japanese	(Shift-JIS)

gb2312 Chinese	Simplified	(GB2312)

ks_c_5601-1987 Korean

big5 Chinese	Traditional	(Big5)

IBM1026 IBM	EBCDIC	(Turkish	Latin-5)

IBM01047 IBM	Latin-1

IBM01140 IBM	EBCDIC	(US-Canada-Euro)

IBM01141 IBM	EBCDIC	(Germany-Euro)

IBM01142 IBM	EBCDIC	(Denmark-Norway-Euro)

IBM01143 IBM	EBCDIC	(Finland-Sweden-Euro)

IBM01144 IBM	EBCDIC	(Italy-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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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01145 IBM	EBCDIC	(Spain-Euro)

IBM01146 IBM	EBCDIC	(UK-Euro)

IBM01147 IBM	EBCDIC	(France-Euro)

IBM01148 IBM	EBCDIC	(International-Euro)

IBM01149 IBM	EBCDIC	(Icelandic-Euro)

utf-16 Unicode

unicodeFFFE Unicode	(Big	endian)

windows-1250 Central	European	(Windows)

windows-1251 Cyrillic	(Windows)

Windows-1252 Western	European	(Windows)

windows-1253 Greek	(Windows)

windows-1254 Turkish	(Windows)

windows-1255 Hebrew	(Windows)

windows-1256 Arabic	(Windows)

windows-1257 Baltic	(Windows)

windows-1258 Vietnamese	(Windows)

Johab Korean	(Johab)

macintosh Western	European	(Mac)

x-mac-japanese Japanese	(Mac)

x-mac-chinesetrad Chinese	Traditional	(Mac)

x-mac-korean Korean	(Mac)

x-mac-arabic Arabic	(Mac)

x-mac-hebrew Hebrew	(Mac)

x-mac-greek Greek	(Mac)

x-mac-cyrillic Cyrillic	(Mac)

x-mac-chinesesimp Chinese	Simplified	(Mac)

x-mac-romanian Romanian	(Mac)

x-mac-ukrainian Ukrainian	(Mac)

x-mac-thai Thai	(Mac)

x-mac-ce Central	European	(Mac)

x-mac-icelandic Icelandic	(Mac)

x-mac-turkish Turkish	(Mac)

x-mac-croatian Croatian	(Mac)

utf-32 Unicode	(UTF-32)

utf-32BE Unicode	(UTF-32	Big	endian)

x-Chinese-CNS Chinese	Traditional	(CNS)

x-cp20001 TCA	Taiwan

x-Chinese-Eten Chinese	Traditional	(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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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p20003 IBM5550	Taiwan

x-cp20004 TeleText	Taiwan

x-cp20005 Wang	Taiwan

x-IA5 Western	European	(IA5)

x-IA5-German German	(IA5)

x-IA5-Swedish Swedish	(IA5)

x-IA5-Norwegian Norwegian	(IA5)

us-ascii US-ASCII

x-cp20261 T.61

x-cp20269 ISO-6937

IBM273 IBM	EBCDIC	(Germany)

IBM277 IBM	EBCDIC	(Denmark-Norway)

IBM278 IBM	EBCDIC	(Finland-Sweden)

IBM280 IBM	EBCDIC	(Italy)

IBM284 IBM	EBCDIC	(Spain)

IBM285 IBM	EBCDIC	(UK)

IBM290 IBM	EBCDIC	(Japanese	katakana)

IBM297 IBM	EBCDIC	(France)

IBM420 IBM	EBCDIC	(Arabic)

IBM423 IBM	EBCDIC	(Greek)

IBM424 IBM	EBCDIC	(Hebrew)

x-EBCDIC-KoreanExtended IBM	EBCDIC	(Korean	Extended)

IBM-Thai IBM	EBCDIC	(Thai)

koi8-r Cyrillic	(KOI8-R)

IBM871 IBM	EBCDIC	(Icelandic)

IBM880 IBM	EBCDIC	(Cyrillic	Russian)

IBM905 IBM	EBCDIC	(Turkish)

IBM00924 IBM	Latin-1

EUC-JP Japanese	(JIS	0208-1990	and	0212-1990)

x-cp20936 Chinese	Simplified	(GB2312-80)

x-cp20949 Korean	Wansung

cp1025 IBM	EBCDIC	(Cyrillic	Serbian-Bulgarian)

koi8-u Cyrillic	(KOI8-U)

iso-8859-1 Western	European	(ISO)

iso-8859-2 Central	European	(ISO)

iso-8859-3 Latin	3	(ISO)

iso-8859-4 Baltic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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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8859-5 Cyrillic	(ISO)

iso-8859-6 Arabic	(ISO)

iso-8859-7 Greek	(ISO)

iso-8859-8 Hebrew	(ISO-Visual)

iso-8859-9 Turkish	(ISO)

iso-8859-13 Estonian	(ISO)

iso-8859-15 Latin	9	(ISO)

x-Europa Europa

iso-8859-8-i Hebrew	(ISO-Logical)

iso-2022-jp Japanese	(JIS)

csISO2022JP Japanese	(JIS-Allow	1	byte	Kana)

iso-2022-jp Japanese	(JIS-Allow	1	byte	Kana	–	SO/SI)

iso-2022-kr Korean	(ISO)

x-cp50227 Chinese	Simplified	(ISO-2022)

euc-jp Japanese	(EUC)

EUC-CN Chinese	Simplified	(EUC)

euc-kr Korean	(EUC)

hz-gb-2312 Chinese	Simplified	(HZ)

GB18030 Chinese	Simplified	(GB18030)

x-iscii-de ISCII	Devanagari

x-iscii-be ISCII	Bengali

x-iscii-ta ISCII	Tamil

x-iscii-te ISCII	Telugu

x-iscii-as ISCII	Assamese

x-iscii-or ISCII	Oriya

x-iscii-ka ISCII	Kannada

x-iscii-ma ISCII	Malayalam

x-iscii-gu ISCII	Gujarati

x-iscii-pa ISCII	Punjabi

utf-7 Unicode	(UTF-7)

utf-8 Unicode	(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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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属性列表
下表列出IUiObject元素所支持获取的属性

类别 属性名

桌面	
(UIA)

Name,	IsEnabled,	AccessKey,	AutomationId,	BoundingRectangle,	ProcessId,	LocalizedControlType,	ItemType,
ItemStatusw,	IsPassword,	IsOffscreen,	AcceleratorKey,	HelpText,	ClassName,	IsKeyboardFocusable,
IsContentElement,	IsControlElement,	HasKeyboardFocus,	FrameworkId,	ControlTypeStr

桌面
(Java)

Name,	Role,	BoundingRectangle,	States	(包含:	active,	pressed,	armed,	busy,	checked,	editable,	expandable,
collapsed,	expanded,	enabled,	focusable,	focused,	iconified,	modal,	opaque,	resizable,	multiselectable,	selectable,
selected,	showing,	visible,	vertical,	horizontal,	singleline,	multiline,	transient,	managesDescendants,
indenterminate,	truncated),	Actions,	Selection,	Hypertext,	Text,	TextStr,	Value,	ValueStr,	Table,	IndexInParent,
IsKeyboardFocusable,	IsEditable,	IsOffscreen,	ProcessId

Web

pagetitle,	readystate,	url,	htmlwindowname,	title,	cookie,	innertext,	innertextshort,	outertext,	outertextshort,
innerhtml,	innerhtmlshort,	outerhtml,	outerhtmlshort,	tag,	parentcustomid,ancestorid,	ancestorname,ancestorcss,
tablerow,	tablecol,	rowname,	colname,	columncount,	rowcount,	ischecked,	sinfostate,	sinfo,	sinfoshort,
css_selector,	selecteditem,	selecteditems,	isleaf,isvisible

支持的属性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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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变量的属性
在选择器编辑器中，支持填写变量的属性如下：	"AutomationId",	"Name",	"Index",	"Id",	"Role",	"Tag",	"XPath",
"FilePath","Type",	"AncestorId",	"AncestorName",	"IsLeaf",	"CssSelector",	"SInfo",	"TableRow",	"TableCol",	"TabIndex",	"Href",
"Src",	"RealPath",	"ItemId",	"Row",	"Column"

支持变量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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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器
点击选择器属性右侧的按钮，弹出下述界面。用户可在此窗口查看所指定元素的详细信息，同时提供编辑功能，用户可以自
定义指定元素信息

图像预览页

此区域仅在使用图像识别方式指定元素时会显示，显示的是指定元素的截图。

选择器编辑窗口

此区域中，你可以看到和选中元素相关的所有节点和属性信息。你可以对相关信息进行编辑。

使用时请注意：

首行	Application	AutomationType=...：固定不可更改，保存目标应用进程信息，用来定位目标应用程序进程。
复选框：选中状态，表示应用此节点信息来定位指定元素；非选中状态，表示不应用此节点信息来定位指定元素。
当使用图片识别的方式指定元素时，Image	标签会固定于最后一行，其上的节点信息用来定位锚点元素。
属性：通过下拉框可以更改属性名，同时下拉框右侧的文本框可以填写属性值。

属性名：指定元素后，优先生成和使用页面Title来定位元素，如果页面Title未设定，则使用URL来定位页面，并且
可以在属性列表中选择Name、Title、Role、URL等属性进行更换。

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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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值：支持填写变量（参见支持变量的属性）和常量，并且AutomationId/ClassName/Name这些属性的值支持通配
符。

说明：

当属性值为变量时，格式为：{VariableName}或，即将变量写在花括号里面。
当属性值为常量、变量混合时，常量的格式为:{VariableName}，变量的格式为：且变量需要在编辑器中定
义，否则为常量。如，/html/body/div[4]/div/div/div[2]/table/tbody//td[@data-value="**"]，这一串常量变量
混合的情况，加粗字体为变量的写法。

删除节点或属性：将节点或属性前的复选框状态改为不选即可

指定元素按钮
使用指定元素按钮，你可以指定选择器选中的元素。

验证按钮
使用验证按钮，你可以对已选中的元素信息进行验证，确认这些信息能否成功定位元素。

说明：

支持验证属性值为变量（有默认值）的情况。

XPath	选项
如果你希望使用	XPath	的形式对元素进行描述，而非使用默认的节点和属性的方式，你可以勾选	生成	XPath	选项，然后使用
指定元素按钮，重新指定元素。

指定完成后，你可以获得对应元素的	XPath	表达式。编辑器提供了多种表达式的写法，包含在	XPath	列表中：

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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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XPath	选项只支持	Web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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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探测器
获取Windows桌面上所有进程的UI树元素信息，在树形节点展开的同时智能根据对应的自动化框架获取下一级的元素信息，
并且可以生成对应的选择器，同时支持对选择器的编辑，验证及保存回传操作。

组成

1.	指定元素

点击指定元素按钮并指定某元素后，进程树会自动刷新定位到指定元素的所在层级，同时选择器编辑器更新。

2.	验证

点击后可用于验证选择器编辑器内容是否可以定位到某元素。如果验证成功，则会高亮该元素同时按钮显示验证通过；验证
失败，则该按钮显示验证失败，查看选择器编辑器，可以通过序号前的符号（对号，叉号）来定位出错层级。

说明：

支持验证多个相同的元素，并提示“找到X个。此时高亮的为第Y个”,且支持上下箭头切换，并自动更新	index	和选中当
前高亮的元素。

元素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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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程树

显示桌面进程的UI树元素信息。单击某层可展开查看下级，当某行没有三角符号时表明已没有下级。双击某行可实现刷新选
择器编辑器。右键单击弹出菜单，含两项：刷新，生成选择器。

4.	选择器编辑器

可用来定位元素。支持双击某项，进入编辑模式，同时更改后的选择器支持保存回传到选择器编辑器。单击某项，可以看到
右侧的选择器节点详情。

5.	属性

显示进程树某项的属性信息。

6.	选择器节点

显示选择器某行节点的属性详情，支持识别用户界面元素所需的所有元素并按已应用和未应用状态进行分类展示。

7.	预览窗口

当使用图片识别指定某元素时，此窗口出现并展示图片详情。

使用元素探测器获取元素	XPath	信息

如果你希望使用	XPath	的形式对元素进行描述，而非使用默认的节点和属性的方式，你可以勾选“生成	XPath	”	选项，然后使
用指定元素按钮，重新指定元素。

元素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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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完成后，你可以获得对应元素的	XPath	表达式。

说明：

XPath	选项只支持	Web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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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器管理器

概述

选择器管理器用于管理带有“控件元素”或“选择器”属性的组件中的指定元素。

说明：	支持切换选择器管理器中的选择器文件并选中，作为该组件的指定元素。

1.	 选择组件右侧的选择器图标。
2.	 在弹出的下拉框中选择在选择器管理器中已添加的选择器。

选择器管理器工具

选择器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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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器菜单栏中，选择“工具	>	选择器管理器”或“开始	>	工具”，可打开选择器管理器窗口。	

1.	指定元素类别	在指定元素时，需选择指定元素时使用的录制技术：

指定非手机元素：默认为指定非手机元素，即，指定桌面、浏览器等元素。
指定手机元素：使用手机自动化系列组件时，选择此选项。

2.	生成	XPath	如果你希望使用	XPath	的形式对元素进行描述，而非使用默认的节点和属性的方式，你可以勾选生成
XPath（仅支持WEB）	选项，然后使用指定元素按钮，重新指定元素，指定完成后，你可以获得对应元素的	XPath	表达式。	

说明：

XPath	选项只支持	Web	元素。

3.	帮助文档	单击帮助按钮图标，链接至选择器管理器的帮助文档。

4.	指定元素	当选中左侧目录树中的选择器时，可单击“指定元素”按钮，指定选择器选中的元素。

5.	验证元素	单击验证按钮，可对已选中的元素信息进行验证，确认这些信息能否成功定位元素。

6.	打开选择器管理器	单击“打开”链接，在弹出的“打开选择器管理器”弹框中，选择本地已存在（已新建）的选择器文件并打
开。

选择器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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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单击弹框中的“新建”链接，可新建选择器的文件夹。

7.	导入文件	单击“导入”链接，在弹出的“导入”弹框中，选择本地已存在（已导出）的选择器文件。

选择器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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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另一个文件中的内容添加到本文件

8.	导出文件	单击“导出”链接，在弹出的“导出”弹框中，选择需要导出的文件及导出路径，可将已选择的文件导出至本地
以.esz为扩展名的一个文件。

9.	操作目录树	选择目录树中的文件夹或选择器文件，鼠标右击，可进行如下操作：

选项 描述

新建文件夹 在任一文件夹路径下新建一个新文件夹。

添加选择器 在任一文件夹路径下新建一个选择器文件。

编辑选择器 打开任一选择器文件，在“编辑选择器”页内编辑选择器文件。

重命名 重命名任一文件夹或选择器文件的名称。

删除 除根目录外，删除任一文件夹或选择器文件。

10.	预览指定元素	选中选择器文件，可在右侧“预览”页中查看已指定元素的图像画面。

11.	查看选择器	选中选择器文件，可在右侧“查看选择器”页中查看节点元素的属性。

选择器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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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扩	RPA	机器人

产品概述

云扩	RPA	机器人（Encoo	Robot）	是稳定、高效、安全、可靠的自动化流程执行者。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执行已经在编辑器中
开发好的流程任务。

产品优势

勤勉可靠

7*24	小时不间断执行工作任务，随时报备执行进度

便捷管理

高度标准化业务流程，可追溯可审计，权限隔离保障安全

灵活拓展

充分利用单机资源，最大化算力利用率，支持数万云端机器人同时并发

产品主要功能

云扩	RPA	机器人一般适用于普通用户或开发者使用，主要功能是执行流程任务：

人工手动执行流程任务：手动执行开发好的流程。在一个企业里，开发者开发好的流程可以发布到机器人，其他用户可
以登录机器人手动执行流程任务。
定时自动执行流程任务：定时执行开发好的流程。在一个企业里，开发者开发好的流程可以发布到机器人，其他用户可
以在机器人端新建定时任务以指定流程库中的流程进行定时去执行。

应用场景
支持在机器人端配置定时任务并自动执行

支持指定流程、指定运行周期及运行时间区间
支持直观的运行记录，全程可控

支持查看流程运行时的文本日志和视频录制日志

产品入口与试用
云扩	RPA	机器人为桌面版应用程序，安装包下载入口：云扩	RPA	控制台	>	首页	>	安装包下载，下载后根据向导进行安
装，与控制台共享一套账户。

云扩	RPA	机器人试用：

社区版：供普通用户下载后，自行使用。每个社区版控制台可以激活一个社区版机器人，
企业版：如需试用，请联系我们的销售人员（致电：400-639-2198）。

与其他云扩产品之间的关系

关于云扩RPA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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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机器人
进入控制台	-	下载安装包。

下载机器人最新版本安装包到本地。

双击安装包即可安装最新版机器人。

一台机器上只允许安装一个机器人，若你的机器上安装过老版本的机器人，应用会要求先卸载老版本的机器人再进行安装。

安装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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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机器人
当机器人有新版本时，系统会自动检测并弹出更新窗口提示更新。

当你选择“接受并继续”，系统将下载最新版本机器人，你可以通过后续步骤更新机器人至最新版本。	

如果你暂时不想更新机器人，你也可以选择“请勿更新”，关闭提示弹窗。

更新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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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机器人
机器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激活:

1.	 当你拥有控制台时，通过绑定控制台激活
2.	 当你未购买控制台时，通过许可证激活

社区版机器人：只能通过方式1激活

企业版机器人：可以通过方式1或方式2激活

激活社区版机器人
1.	 单击“社区版”中的控制台激活，弹出激活页面。

激活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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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激活”，首次无可用许可证时，弹出许可证分配的的提示。

激活机器人

978



1.	 单击“确定”，即可激活机器人，进入概览页面。

激活企业版机器人
可选择使用	控制台激活	或	本地激活	两种方式

控制台激活

连接字符串：进入控制台，找到断开状态的机器人，将控制台创建的机器人的连接字符串复制填入

激活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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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激活，即可激活机器人：

机器人如何创建：详见控制台创建机器人

本地激活

许可证：将显示在页面上的机器码提供给我们的客服人员获取许可证

激活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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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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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未激活时的概览页

当机器人初次安装或升级成功后,进入【概览】页,此页的机器人名称默认显示为：云扩机器人	-	[	当前Windows用户名	]，单击
激活按钮可按向导来激活机器人。

说明:

机器人未激活时,流程库和定时任务相关功能均无法使用。

激活时的概览页

机器人激活成功后进入【概览】页，此页展示当前机器人全局数据。

概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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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发	RPA	流程：当流程库中流程数为0时，可点击“如何开发	RPA	流程？”链接至课程页进行学习并创建第一个自动
化项目。
定时任务：显示已创建的定时任务。若无定时任务，可单击“创建”按钮，创建定时任务。
最近执行：显示流程执行历史页面的流程。若无流程执行历史记录，可单击“前往流程库”按钮，至流程库页进行执行流
程。
流程市场：显示按流程下载量从高至低排序列表。当光标悬浮于流程市场上时，单击“运行”按钮，可运行当前流程。

概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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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库
机器人可以通过桌面点击的方式执行流程，也可以通过控制台集中管理执行流程。

控制台集中管理执行流程详见：如何下发一个流程

本地执行的流程来源分为两种：

1.	 本地流程文件文件：通过编辑器导出的流程包（后缀为.dgs的流程压缩包）
2.	 控制台流程库:获取机器人所在资源组的流程包

控制台流程库仅供通过控制台激活的机器人使用。

同一机器人同一时间只能执行一个流程，仅在流程执行结束后，方可执行下一个流程。

执行本地流程

1.	 打开本地流程库
2.	 点击导入流程，将编辑器导出的项目文件（*.dgs）导入本地流程库。
3.	 选择你想要执行的流程，你可以输入流程名点击搜索进行查询。
4.	 点击“执行”时，将会弹窗确认信息。

流程：显示当前需要执行流程的流程名称和版本号。
参数：若当前流程需要传入参数，点击执行后会弹窗提示输入参数。

说明：

流程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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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参数类型为	Encoo.DataType.FilePath、Encoo.DataType.FolderPath	时，可根据参数类型选择文件或文件夹路
径，无需手动填写。

选项：各选项参数解释如下表所示：

选项 说明

录制视频 是否需要在流程执行过程中录制某种执行状态的视频。

执行过程截图

是否需要在流程执行过程中进行截图。
说明：

截图后的图片保存在当前流程日志目录下的	Screenshots	文件夹下。
图片名称格式：{流程名称}-{截图时间：年月日时分秒}.jpg	,如：小E绘画大
师-20201201164102599.jpg

以管理员权限
执行 是否以管理员身份执行，勾选表示以电脑管理员身份运行，否则以普通用户身份执行。

超时时间 运行时间超过设定的时间时终止流程。如，勾选“超时时间1分钟”，表示需要在1分钟之内执行完
成，否则终止流程。

1.	 点击确认，流程在快速准备后将自动执行。	

执行控制台流程

1.	 打开流程库
2.	 点击控制台流程库，即可获取流程库所有流程包
3.	 你可以通过流程包名搜索找到你想要执行的流程包。
4.	 选择要执行的版本，点击执行。

流程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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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流程

当流程正在执行时，用户可以随时终止流程运行。

1.	 打开本地/控制台流程库，找到正在运行的流程。
2.	 在右侧按钮中点击终止。

说明：

可以使用快捷键Shift+F5终止当前正在运行的流程。

3.	 确认终止后，机器人将强制终止正在运行的流程，无论流程运行到哪一步。终止操作无法撤回，无法删除。请谨慎操
作。

流程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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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日志（包括录制的流程执行视频）

当流程执行结束后，用户可查看日志。

1.	 打开本地/控制台流程库，找到运行过的流程
2.	 点击日志打开此流程执行记录的日志文件夹，包括视频文件。

流程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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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流程

支持用户删除本地流程库流程，若删除控制台流程库中的流程需前往控制台。

1.	 打开本地流程库，选中将要删除的流程及版本号
2.	 点击删除弹窗确认是否删除当前版本。点击“确定”则把此版本流程删除。

流程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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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执行历史
此页展示流程执行的历史记录，每条记录包括：

流程库:	当前流程所属流程库
流程：当前记录执行的流程名称
版本号：当前记录执行的流程版本号
开始执行时间：当前流程开始执行的时间
执行状态：当前记录的执行结果
操作：可直接从记录中点击【执行】再次执行当前流程。点击【日志】查看当前记录的详细信息

执行历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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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执行
此页展示正在执行的流程详细信息；仅当有流程正在执行时出现。

查看日志：查看当前正在执行或执行完成的流程的日志文件。
再次执行：当当前流程因手动终止或运行失败等原因导致的暂停，经调试后，可再次执行该流程。

正在执行页

991



定时任务
可支持创建定时任务并在指定时间自动执行相关流程。

新建定时任务

点击	新建定时任务	打开定时任务创建窗口，见下图示例：

任务名称:	输入定时任务名称。
流程:	选择本地/控制台流程库并指定欲在定时任务中执行的流程及版本。

说明：

单击“执行配置”链接，可弹出执行配置对话框，对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参数进行配置，参见	执行本地流程。

模式：选择执行模式，支持按照：一次、按天、按周、按月设置和按表达式。

|	参数	|	参数说明	|	|	--------	|	------------------------------------------------------------	|	|	一次	|	执行一次的定时任务，默认值为当前日
期和时间。	|	|	按天	|	每隔	N	天固定时间执行任务，默认为每隔一天，执行时间默认为当前时间。	|	|	按周	|	每隔	N	周星期
X	执行任务，默认为每隔一周，执行时间默认为当前时间。	|	|	按月	|	每	N	个月的第	X	天执行任务，默认为每	1	个月的第
1	天。若	X	大于当月最大天数，则算为当月的最后一天。
每	N	个月的第	M	个星期	Y	执行任务，默认为每	1	个月的第	1	个星期天。执行时间默认为当前时间。	|	|	按表达式	|	按
Cron	表达式配置定时任务。
点击	在线生成，可在线生成	Cron	表达式，并手动复制粘贴到	Cron	表达式输入框。	|

生效范围：

开始时间：任务的开始生效时间，不填写则默认按照当前时间生效。

说明：

当任务即将生效执行前的	30	秒，在桌面右下角会弹窗提示并进行流程执行倒计时。

结束时间：任务的最后到期时间，不填写则默认无到期时间。

定时任务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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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任务列表

每条任务列表包括：

任务:	定时任务的名称
流程库:	任务中流程所属流程库
流程：当前任务的流程名称
模式：当前任务的执行模式
操作：点击	编辑	对当前定时任务修改；点击	删除	则删除当前任务

定时任务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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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市场
此页展示在云扩流程市场被标记为可以显示在机器人的流程。鼠标悬浮在流程区域时可单击运行按钮，执行流程。

点击流程，进入流程详细信息页，示例见下图:

流程市场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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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基本设置

启动设置：设置是否默认开机启动。
执行流程：设置执行流程时，机器人界面是否最小化。

视频录制

保存时间：支持配置视频文件的保存时间，单位为日。

存储容量：支持配置视频文件的存储限制，单位为	GB	。

日志

保存时间：支持配置保留日志文件时间，单位为日。

控制台

控制台：支持配置是否接受控制台调度。

说明：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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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企业版在如下情况下，此功能才可用。

企业版，使用控制台激活。
企业版，本地激活且在“设置	>	绑定”中已绑定控制台。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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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	扩展
在编辑器或机器人中，你可以通过安装	Chrome	扩展来进行浏览器的自动化。

注意：

Chrome	版本最低为	60。
在安装该扩展前，可能会要求你关闭	Google	Chrome，因此请务必将处理中的相关任务进行保存。

安装
1.	 在编辑器的	工具	>	扩展	下你可以看到你需要安装的	Chrome	扩展。

说明：

在机器人中，Chrome	扩展的路径为	设置	>	扩展	下。

2.	 单击“Chrome	扩展”，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3.	 打开	Chrome	浏览器，点击侧面导航栏的“更多工具	>	扩展程序”。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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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打开的	chrome://extensions/	页面中，找到“云扩录制器”扩展。

5.	 点击该扩展右下角的启用按钮。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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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ox	扩展
在编辑器或机器人中，你可以通过安装	Firefox	扩展	来进行浏览器的自动化。

注意：

Firefox	版本最低为	56。
在安装该扩展前，可能会要求你关闭	Firefox，因此请务必将处理中的相关任务进行保存。

安装
1.	 在编辑器的	工具	>	扩展	下你可以看到你需要安装的	Firefox	扩展。

说明：

在机器人中，Chrome	扩展的路径为	设置	>	扩展	下。

2.	 单击“Firefox	扩展”,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3.	 打开	Firefox	浏览器，点击添加扩展弹窗的“添加”。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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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窗中点击“好的，明白了”。

5.	 点击侧边导航栏中的“附加组件”。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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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开“附加组件管理器”，可看到扩展已安装。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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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扩展
Java	扩展	适用于	Java1.6	及以上应用程序的自动化。

说明：

对于使用	Java	9+	JRE	打开的应用程序：

在	Java	9	之前，JRE	会包含	attach	模块，Java	扩展依赖其对	Java	程序进行自动化。
对于	Java	9+，attach	模块仅包含在	JDK	中，所以对于使用	JRE9+打开的程序，需要手动在	JRE	目录下添加此模
块。

从编辑器安装

1.	 关闭所有	Java	应用，	点击编辑器左侧工具栏上“工具”图标。
2.	 选择“扩展	>	Java	扩展”后，将会弹出确认窗口。
3.	 点击”确定“后，会以管理员权限启动	Java	扩展安装程序，点击用户账户控制窗口上的“是”，开始安装。
4.	 安装成功后，会提示	Java	扩展安装成功的消息。

说明：

当您尝试录制未安装	Java	插件且无法自动注入的应用时，编辑器也会引导您安装	Java	插件。此时	Java	插件只会安
装到当前录制的应用程序的	JRE	中。

使用命令行安装

1.	 关闭所有	Java	应用，	找到	Studio	安装目录下	JavaSupport	文件夹下的扩展安装程序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说明：

针对不同版本的安装目录，可参考如下：

1.1.2009.X	之前的版本的安装目录：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Encoo\Encoo	Studio\IDE\JavaSupport	，其中
	UserName		为实际用户名。
1.1.2009.X	及之后的版本的安装目录：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Encoo	Studio\app-
x.x.xxxx.xx\Extensions\Java，其中	UserName	为实际用户名。

2.	 以管理员权限打开命令行，切换到对应版本的安装目录路径，如，		cd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Encoo	Studio\app-
x.x.xxxx.xx\Extensions\Java	

3.	 执行安装命令：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install	-a	

手动安装
除了自动安装，我们依旧支持手动安装，以应对自动安装不工作的情况。

1.	 找到编辑器或机器人安装目录下的JavaSupport文件夹。

基本

1004



说明：

1.1.2009.X及之后的版本为安装目录下的Extensions\Java文件夹。

2.	 针对编辑器1.1.2009.X及之后的版本，将JavaSupport文件夹中accessibility.properties复制到runtime的\lib目录下，将
JavaSupport文件夹中BotTimeJavaBridge.jar复制到runtime的\lib\ext目录下，然后将	BotTimeJavaBridge-

*.dll	和	BotTimeJAWTBridge-*.dll	复制到	runtime的\bin\	目录下。（视runtime为32或64位复制相应后缀的dll）

|扩展文件|目标路径|	|---|---|	|BotTimeJavaBridge-32/64.dll|%JAVAHOME%\bin|	|BotTimeJAWTBridge-
32/64.dll|%JAVAHOME%\bin|	|accessibility.properties|%JAVAHOME%\lib|	|BotTimeJavaBridge.jar|%JAVAHOME%\lib\ext|
|jaccess.jar|%JAVAHOME%\lib\ext|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工具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是用于在计算机上自动部署Java扩展的应用程序。它支持全盘扫描或者在特定目录安装/卸载Java
插件。

注意：

建议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以避免安装过程中出现的权限问题。
安装或卸载之前建议关闭Java应用程序，以避免出现文件占用的问题。

安装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install	-a，全盘扫描JRE并安装Java插件，此操作可能比较慢。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install	-d，扫描默认位置(Program	Files	&&	Program	Files	(x86))的公用JRE并安装Java插件。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install	-p	"specified	path"，向特定的路径安装Java插件，路径可以是java.exe或者javaw.exe的
路径或所在目录。

卸载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uninstall	-a，全盘扫描JRE并卸载已安装的Java插件，此操作比较耗时。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uninstall	-d，扫描默认位置(Program	Files	&&	Program	Files	(x86))的公用JRE并卸载已安装的
Java插件。
EncooJavaExtensionInstaller.exe	-uninstall	-p	"specified	path"，卸载特定的路径下已安装的Java插件，路径可以是java.exe或者
javaw.exe的路径或所在目录。

常见问题

1.	 提示“找不到32位/64位的Java运行环境”

Encoo找不到公共Java运行环境初始化Java扩展，需要按提示安装32位或64位的JRE。可以到以下地址下载对应版本的
Java：https://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re8-downloads-2133155.html

a）点击	Accept	License	Argument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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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Encoo提示点击下载32位或64位的Java（x86为32位，x64为64位）

2.	 对于Java	Applet应用或无法attach的应用，需要手动安装Java扩展到runtime目录

a)	找到Studio或Robot安装目录下的JavaSupport文件夹

说明：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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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在1.1.2010.17及以后的版本为安装目录下的Extensions\Java文件夹。

b)	针对机器人在1.1.2010.17及以后的版本,将JavaSupport文件夹中accessibility.properties复制到runtime的\lib目录下，将
JavaSupport文件夹中BotTimeJavaBridge.jar复制到runtime的\lib\ext目录下，	然后将	BotTimeJavaBridge-

*.dll	和	BotTimeJAWTBridge-*.dll	复制到runtime的\bin\目录下。（视runtime为32或64位复制相应后缀的dll）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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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安全浏览器扩展
在编辑器中，你可以通过安装	360	安全浏览器扩展	来进行	360	安全浏览器的自动化。

注意:

360	安全浏览器（极速模式）版本最低为	10。
在你安装该扩展前，可能会要求你关闭	360	安全浏览器，因此请务必将处理中的相关任务进行保存。

安装
1.	 在编辑器的	工具	>	扩展	下你可以看到你需要安装的	360	安全浏览器扩展。

2.	 单击“360	安全浏览器扩展”，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3.	 360	安全浏览器自动被打开，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单击“添加”。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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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看到下图图标后，表示安装完成。

手动添加

当	360	安全浏览器没有自动打开或没有弹出“添加云扩录制器”的弹窗时，需要手动添加	360	安全浏览器扩展。

1.	 手动打开	360	安全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se://plugin-manager/
2.	 找到	云扩录制器	扩展，并点击	启用。

调整设置
由于	360	安全浏览器的初始设置较为复杂，弹出的广告及提示窗口过多，极有可能对网页自动化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在安
装	360	安全浏览器之后需要检查并调整相关的配置，请参考以下步骤。

1.	 点击右上角的打开菜单按钮，之后点击设置键，之后会进入	360	安全浏览器的设置界面。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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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设置界面中根据以下图片中提示进行操作。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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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消勾选“显示侧边栏”选项，如下图所示。

4.	 取消勾选“在系统托盘区显示图标”，如下图所示。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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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消勾选相关广告信息，如下图所示。

说明：

360	安全浏览器弹出广告较多，执行项目时请注意相关的情况。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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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屏幕解锁服务

案例介绍

有些	RPA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的触发，需要设置定时任务，在每天相同的时间里以不同的频次执行业务流程操作。如果机器人
在启动的时候，电脑是锁屏状态，那么就会造成流程执行报错。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现提供可使	RPA	机器人进行防锁屏运行的功能。

案例实现
编辑器或机器人在运行锁屏或解锁组件之前，需以管理员身份安装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以实现在	Windows	中自动化软
件界面的操作。

1.	 安装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	</br>

a.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编辑器或机器人应用。</br>	b.	单击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进行安装。</br>

说明：

编辑器中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的入口：开始主页	>	工具。
机器人中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的入口：设置	>	扩展。

2.	 锁屏</br>

在流程中，需要执行锁屏的地方，拖入锁屏组件并设置其属性，以实现代替人工手动按下“Win+L”键后，但流程仍然在
锁屏状态下运行。

3.	 解锁</br>

在流程中，需要执行解锁的地方，拖入解锁组件并设置其属性，以实现代替人工手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自动解锁电脑屏幕。

常见问题

1.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支持安装在哪些操作系统中？</br>	目前支持的操作系统有	Windows	7、Windows	10、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Server	2016、Windows	Server	2019。

2.	 如何卸载	Windows	屏幕解锁服务？	</br>	步骤1：卸载程序入口：卸载程序</br>	步骤2：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卸载
成功如下图所示。</br>	

</br>

3.	 在	Windows	10系统中通过电子邮件在线帐号登录时，解锁组件中填写的用户名属性无效	</br>	在解锁组件的“用户名”属
性中填写在"C:\Users"目录下生成的以电子邮件在线帐号为名的文件夹名称。

4.	 域用户登录时，在解锁组件中填写的用户名属性无效</br>	如果是域用户登录时，需要在解锁组件的用户名属性中填写
{域名称\用户名称}，如：EncooFrank\Administrator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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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版或	Server	版的操作系统锁屏后，在屏幕上出现了“按	Ctrl+Alt+Delete	解锁。”字样，是不支持自动解锁屏幕么？
</br>	支持自动解锁屏幕，前提是需要在“控制面板	>	系统与安全	>	管理工具	>	本地策略”下找到“交互式登录：无需按
Ctrl+Alt+Del”这一项，勾选“已启用”项。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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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DB2扩展
安装IBM	DB2扩展来进行IBM	DB2数据库的自动化。

说明：

安装好	IBM	DB2	扩展后，配合“连接数据库”组件进行使用。

安装
1.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编辑器或机器人，在编辑器的“开始	>	工具	>	扩展”或机器人的“设置	>	扩展”中找到“IBM	DB2扩展”。
2.	 单击“IBM	DB2扩展”图标。
3.	 在弹出的“安装EBM	DB2扩展”提示框中，单击“确定”按钮，进行安装。	

4.	 安装正常，则提示安装成功。	

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安装。

卸载
1.	 找到编辑器或机器人的安装路径。

说明：

编辑器的默认安装路径为	%UserProfile%\AppData\Local\Encoo	Studio	。
机器人的默认安装路径为	%UserProfile%\AppData\Local\Encoo	Studio	。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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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该安装路径下的类似	app-x.x.20xx.xx	文件夹中找到如下文件夹和文件进行手动删除。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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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此页展示当前机器人的基础信息，包括机器人版本类型及版本号等。

点击【更改】则跳转至【激活页】可更换激活方式或许可证。

若机器人（企业版）本地激活后，可在此页查看许可证有效期。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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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扩RPA控制台
本章节关于云扩RPA控制台相关的文档,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版本进行查阅。

云扩RPA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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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扩	RPA	控制台
云扩	RPA	控制台	是企业级	RPA	的中央控制中心，高效连接并管理编辑器、机器人、AI	服务、数据中心等业务模块，实现各
模块的统一管理与协作。

v3.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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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登录
用户登录页面为用户进入云扩	RPA	控制台的入口，通过注册帐号登录，即可进入云扩	RPA	控制台的首页。

注册

如果您还没有帐号，需通过控制台注册页面	https://console.encoo.com/#/user/register	的向导进行注册帐号。

说明：

或在登录页面，通过点击页面右下注册按钮，进入注册页面。

登录

如果您已注册，需通过控制台登录页面	https://console.encoo.com/	，选择对应的登录方式（手机登录、邮箱登录）进行登录。

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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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或在注册页面，通过点击页面右下登录按钮，进入登录页面。

忘记密码
如果您在登录过程中发现忘记密码，可以在登录页面通过绑定的邮箱或手机号找回密码，具体步骤如下：

1.	 打开登录页面，点击忘记密码的链接。

2.	 选择邮箱找回或手机号找回。

3.	 输入帐号绑定的邮箱或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

4.	 验证码将发送到绑定邮箱或手机，输入收到的验证码，点击下一步。

5.	 输入新密码，修改成功后返回登录页面。

6.	 请用登录名及修改后的新密码登录。

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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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HomePage
本页面主要用于对控制台中的各类常用应用、服务以及实用链接进行快速导航，同时提供编辑器、机器人安装包的下载功
能。

常用导航：提供仪表盘、流程部署、机器人管理等常用应用的快速导航。

更多服务：提供文档理解、小程序等其他服务的快速导航。

实用链接：提供云扩文档、课程、论坛等地址的快速跳转。

安装包下载：选择对应的安装包点击即可快速下载编辑器、机器人客户端。

服务地址：用于编辑器客户端连接控制台时使用。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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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监控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本页面用于提供各类RPA数据统计分析功能，展现企业机器人、流程任务运行及状况，便于快速了解企业RPA系统运行现状
以及进行各类调度。

流程包数量：统计当前资源组累计的流程包数量。	流程部署数量：统计当前资源组累计的流程部署数量。	调度队列数量：统
计当前资源组累计的调度队列数量。

机器人数量：统计当前资源组机器人数量以及各状态分布情况。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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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记录概况：统计当前资源组所选时间段范围内所有任务的状态分布情况，以及通过柱状图展示每天任务状态分布。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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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监控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机器人监控页可按今日、最近7天、最近30天或自定义时间段，查看机器人运行状况，具体如下图所示。

序
号 参数 说明

1 可用机器人执行
任务总数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机器人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的执行流程数。

2 可用机器人忙碌
总时长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机器人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的忙碌总时长（所有机器人处于忙碌状
态时间的累计）。

3 可用机器人平均
忙碌比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机器人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平均忙碌比（所有机器人的忙碌总时长	/
当前时间段范围内所有机器人的存在总时长）。

4 可用机器人故障
占比TOP10

统计所有流程数出现故障（即，失败）的分布情况。
每个机器人故障百分比=当前机器人失败的流程数	/	这段时间失败的总流程数，例如：1000
个runinstance,	有100个均失败于A机器人上，则计算为10%。

5 可用机器人状态
分布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机器人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机器人的状态分布情况，机器人状态分
为已许可、未许可、中断、忙碌、空闲等。

6 可用机器人忙碌
总时长TOP10 展示当前资源组下所有机器人的忙碌情况（执行流程数）以及具体的流程包的情况。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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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监控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队列监控页面可按今日、最近7天、最近30天或自定义时间段，从多维度对调度队列中机器人、流程任务运行调度情况进行统
计监测，主要包括如下功能：

调度队列数量：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调度队列的数量及今日新增数量。

队列执行任务总时长：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调度队列中的机器人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的忙碌总时长及今日新增总时长。

关联流程部署数量: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调度队列关联的流程部署数量及今日新增数量。

绑定机器人数: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调度队列绑定机器人的数量及今日新增数量。

队列机器人平均忙碌比: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调度队列中的机器人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的平均忙碌比及今日忙碌比。

队列成功占比TOP	10: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调度队列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所有执行成功的流程任务在队列中的分布情况。

队列故障占比TOP	10: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调度队列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所有执行失败的流程任务在队列中的分布情况。

调度队列任务分布：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调度队列中的任务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的分布情况。

调度队列忙碌总时长TOP10: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调度队列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忙碌总时长TOP10。

调度队列任务平均等待时长TOP10：	统计当前资源组下所有调度队列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平均等待时间TOP10。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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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运行统计表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本页面主要用于展示当前资源组下所有机器人的执行任务次数、完成次数、忙碌时长及忙碌比等情况。默认展示最近7天数
据，可自由筛选时间段范围内的机器人运行数据。

图表展示：

通过柱状及折线图表综合展示所有机器人在所选时间端范围内执行任务总次数、执行成功总次数、机器人总数、机器人存在
总时长、忙碌总时长、平均忙碌比、平均成功率等变化走势。

报表详情：

通过报表展示各个机器人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执行任务次数、执行成功次数、成功率、机器人存在时长、忙碌时长、机器人
忙碌比等明细数据。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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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流程统计表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本页面主要用于展示当前资源组下所有用户的工作情况，例如创建流程部署数量、创建任务计划数量以及相应的任务的运行
情况。默认展示最近7天数据，可自由筛选时间段范围内的机器人运行数据。

图表展示：

通过柱状及折线图表综合展示所有用户的上传流程包总数、创建流程部署总数、创建任务计划总数、创建任务总数、成功执
行任务总数、任务执行总时长等。

报表详情：

通过报表展示各个用户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上传流程包数、创建流程部署数、创建任务计划数、创建任务数、成功执行任务
数、任务执行时长等明细数据。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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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程包管理
本页面用于管理上传到控制台的流程，流程指在编辑器新增的自动化项目，一个自动化项目被称为一个流程。	用户可以把编
辑好的流程上传到控制台，上传的流程可以用于线上指派机器人运行，也可以生成在线流程库用于机器人本地运行。主要包
括：	1）通过编辑器上传	2）手动上传

流程包管理权限说明：

查看流程包：包含流程包管理菜单及流程包管理列表查看权限及

上传流程源文件：包含上传流程权限

删除流程包：包含删除流程包权限

删除流程源文件：包含删除流程版本文件权限

下载流程源文件：包含下载流程权限

流程包版本
为了避免重复上传，流程版本更新带来的管理问题。系统将会对上传的流程进行版本管理。在同一资源组下上传相同包名的
流程，则该流程将被视为上个流程的迭代版本，以版本号区分。

流程包版本号一经上传,不可修改,不可覆盖。用户可在流程包里获取该流程的所有版本。	版本含两个状态：

未使用：指版本没有在流程执行中被选择
已使用，指版本在流程执行中被选择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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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流程
你可以选择删除单个版本或整个流程包。

当你删除整个流程包时，流程包下的所有版本将被删除。

删除流程包

进入流程包管理页面，找到要删除的流程包，点击删除，二次确认后即可删除流程包。	

删除流程包需满足流程包内所有版本均为”未使用”状态。

删除版本

进入流程包管理页面，找到要删除的版本所在的流程包.	点击查看，弹出流程包版本详情页面。	找到要删除的版本，点击删
除，即可删除。	

删除版本需满足该版本为”未使用”状态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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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上传流程
将流程包通过编辑器导出（详见：导出流程）.

进入流程包管理，点击上传按钮，选择需要上传的流程文件。	

当你通过编辑器导出流程时，会定义一个流程包名称。该名称将被认为是该流程包的唯一识别码，用于判断此流程在当前资
源组下可获取的最新版本号。

你可以修改上传流程的版本号和备注，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流程将被上传到控制台指定资源组下。	

你还可以通过编辑器上传流程至控制台：通过编辑器上传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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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器人管理
本页面主要用于管理控制台的机器人。	云扩RPA机器人分为社区版，企业版。每个社区版控制台可以激活一个社区版机器
人，	企业版由企业购买数量决定。	激活后，社区版和企业基础版机器人可以在本地使用。企业高级版机器人可以通过控制台
下发流程执行。

资源组机器人：创建并管理资源组专用机器人的连接字符串，同时可对资源组机器人的许可状态进行管理。
共享机器人：创建并管理租户共享机器人的连接字符串，同时可对共享的机器人许可状态进行管理。

机器人连接状态

空闲：指机器人处于空闲状态	忙碌：指机器人正在执行任务	中断：机器人失去了与控制台的连接

机器人许可状态

已许可：指机器人已经分配了许可证（创建出的机器人会自动分配一个许可证）	未许可：指机器人已经未分配许可证

机器人管理权限说明

查看机器人：包含机器人管理菜单的查看权限，及机器人列表的查看和搜索权限
新增机器人：包含新增机器人权限
编辑机器人：包含编辑机器人权限
删除机器人：包含删除机器人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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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机器人列表
进入机器人管理，你可以看到当前资源组下的所有机器人。你可以选择切换资源组，查看不同资源组下的机器人。

新增机器人

点击新建按钮，打开新增弹窗，填写机器人名称、标签、备注，并且选择机器人类型后，点击确定即可新建机器人。

新增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复制你的机器人连接字符串。你可以直接粘贴机器人连接字符串至客户端机器人，完成激活。详情
见：激活机器人

查看机器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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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对应的机器人名称即可查看机器人详情信息

编辑机器人信息

在机器人详情页面中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开始对机器人信息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即可。	

点击对应的机器人名称即可查看机器人详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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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人详情页面中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开始对机器人信息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

移除许可证

新创建的机器人默认拥有一个许可证，若当前机器人属于“已许可”状态，点击操作中的“移除许可”按钮即可移除当前机器人
的许可证。

分配许可证

新创建的机器人默认拥有一个许可证，若当前机器人属于“已许可”状态，点击操作中的“移除许可”按钮即可移除当前机器人
的许可证。

删除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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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需要删除的机器人，选中操作	-	其他	-	删除，点击删除，即可删除机器人。	被删除的机器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可以删
除成功：

机器人为断开状态
机器人当前在执行队列模块中，没有状态为等待和执行中的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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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度队列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调度队列主要用于对机器人集群进行管理调度，实现队列中RPA流程任务动态分配，提升机器人及任务运行效率。	在该模块
中可以新建并且管理调度队列，同时查看队列中流程任务的运行状况。

你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的执行情况和结果，对于已经执行完成的任务，你也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日志。

执行队列状态说明

等待：表示任务在队列中排队，机器人当前正忙碌或无响应
运行中：表示机器人当前正在运行该任务
终止：表示该任务被用户强制终止
失败：表示任务执行完毕，返回结果为运行失败
成功：表示任务执行完毕，返回结果为运行成功

执行队列权限说明

查看调度队列：包含调度队列列表的查看权限，以及调度队列详情的查看权限。
新建调度队列：包含调度队列的新建权限。
修改调度队列：包含调度队列的修改权限。
查看调度队列任务：包含查看调度队列中所有的流程任务状态、任务详情、日志详情等权限。
编辑调度队列任务：包含终止调度队列任务以及调整调度队列任务中优先级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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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调度队列列表
进入“调度队列”页面，你可以看到当前资源组下所有的调度队列的列表信息。

新建调度队列

你可以建立调度队列并绑定机器人集群以用于任务及机器人调度：	1）在调度队列管理页面中，点击“新建”按钮，在弹窗中
填写队列名称、备注等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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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基本信息后，勾选对应的机器人后，点击“保存”按钮，即该队列绑定机器人	

查看调度队列详情

点击“调度队列”名称后即可查看队列详情信息	

编辑调度队列详情

在调度队列详情页面中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对队列名称、备注等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添加关联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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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信息页面中点击“添加”按钮后勾选对应可添加的机器人后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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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调度队列任务
若需要查看某一调度队列当前或历史的任务执行情况，点击“查看”任务按钮即可进入“调度队列任务列表”页面。	

你可以查看所有被指派到调度队列执行的流程任务的执行状况。你也可以在该页面中查看任务详情、任务日志，同时进行队
列任务优先级调整、终止等操作。	

“调度队列”-“任务列表”中的任务详情、任务日志、优先级调整、终止等操作与任务记录列表中一致（区别在于任务记录页面
中的列表包括了所有的流程任务）。（详见：查看任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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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程部署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流程部署主要用于对流程包进行部署，并建立流程与机器人之间关联关系，支持参数赋值、失败尝试配置等操作。

配置完流程部署之后，您可以对该流程进行：	1）创建任务计划：通过定时方式触发对应的流程任务。	2）手动执行流程：可
以通过手动方式立马执行对应的流程任务。	3）查看流程部署任务列表：可以查看该流程部署通过各种方式触发的流程任务
记录及对应的日志详情。

流程执行权限说明

查看流程部署：包含流程部署列表的查看权限，以及流程部署详细信息的查看权限。
新建流程部署：包含流程部署的新建权限。
修改流程部署：包含流程部署的修改权限。
删除流程部署：包含流程部署的删除权限。
查看任务计划：包含流程部署下所有任务计划列表的查看权限，以及某一任务计划详情的查看权限。
新建任务计划：包含任务计划的新建权限。
修改任务计划：包含任务计划的修改权限。
删除任务计划：包含任务计划的删除权限。
查看任务列表：包含流程部署下所有的流程任务状态、任务详情、日志详情等的查看权限。
编辑任务：包含流程部署下任务的终止及调整任务优先级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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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流程部署

新建流程部署

在流程部署页面中点击“新建”按钮后即可开始新建：

第一步

1）填写流程部署基本信息，选择对应的流程包以及流程包版本号。

2）设置失败最大尝试试次数，流程执行失败后将按照该次数自动进行重试。

3）设置任务优先级（1-5000）：优先级越高该任务将被越先执行

4）	对流程包中的参数进行赋值：

手动赋值：填写需要进行赋值的参数值即可

导入资产：点击“导入资产”即可选择在资产管理页面中预先存储的资产进行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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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点击“下一步”开始配置机器人执行目标，选择指定队列执行/指定机器人执行

1）执行队列执行：从该资源组下已创建的队列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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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定机器人选择:	展示该资源组下所有的机器人，通过勾选选定，支持按照名称及标签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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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即完成流程部署新建，点击【保存并设置触发器】即开始快捷配置定时计划。（详见“定时计划管理”）

查看流程部署配置信息

点击流程部署中的“配置”按钮即可查看流程部署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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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配置及参数修改

在流程部署的“配置”页面中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基本配置信息及参数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删除流程部署

点击所选的流程部署操作选项中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相应的流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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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计划管理
任务计划主要用于用户可自由配置各时间维度任务执行计划，调度机器人执行各类流程，从而实现对流程执行统一规划及调
度。

任务计划列表查看

点击某一流程部署的“任务计划”按钮，即可切换查看该流程部署名下所有的任务计划。

新建任务计划

第一步，填写任务计划详情配置

1）基本信息：定时计划名称、流程部署名称、流程包名称	&	版本号。	

2）计划时间(任务的定时执行时间)：

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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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小时
按天
按周
按月
按cron表达式

对于按照cron表达式执行定时计划任务，若了解cron表达式可自行根据规则编写，或通过云扩提供的cron表达式生成网站进行
生成。

3）开始任务计划时间、停用任务计划时间	开始时间：到达开始时间之后，任务计划才会生效；	停用时间：到达停用时间之
后，任务计划不会再生成任务。

第二步，执行目标及参数确认	1）队列名称/机器人名称：如果流程部署配置的执行方式为队列执行，此处展示队列名称及备
注；若流程部署配置的执行方式为指定机器人，则展示具体机器人名称及状态。

2）参数信息：展示当前流程包中的参数值，若流程部署已对某参数值进行修改则此处将展示最新值。可在当前环节通过手动
填写或导入资产进行重新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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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定时计划填写后，点击“保存”即可，定时计划将在设置的开始/停用时间自动启用或停用。

备注：

流程部署的执行目标为指定机器人时：每次任务计划触发时每个机器人均会执行一次该流程。即关联了N个机器人，每
次任务计划触发时将会生成N个流程任务。
流程部署的执行目标为指定队列时：每次任务计划触发时该流程仅会执行一次，即生成一个流程任务在队列中动态分
配。

查看及编辑任务计划详情
点击某一任务计划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对应的任务计划详情。点击“编辑”按钮后即可开始对任务计划进行编辑，完成后点
击“保存”按钮即可。

查看任务计划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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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一任务计划的操作选项中的“查看日志”按钮即可查看该任务计划的启用、停用、创建任务情况，便于对任务计划进行
跟踪。

启用/停用任务计划

你可以在任务计划列表中点击“操作”选项中的启用/停用按钮，对当前任务计划进行启用/停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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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执行流程
除了通过任务计划定时创建流程任务之外，你也可以手动立即执行流程:	1）在“流程部署”页面中选择要立即执行的流程部
署，点击“操作”选项中的“执行”按钮。	

2）在“流程执行”弹窗中，您可以对失败最大尝试次数、参数值进行重新赋值，确认无误后点击“执行”按钮即可生成对应的任
务执行。你可以再在“流程部署”-“任务列表”中查看对应任务的执行情况。

备注：

流程部署的执行目标为指定机器人时：每个机器人均会执行一次该流程，即关联了N个机器人将会生成N个流程任务。
流程部署的执行目标为指定队列时：该流程仅会执行一次，即生成一个流程任务在队列中动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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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流程部署任务
对当前流程部署下的任务进行快查看，支持查看任务详情、调整优先级、启用/停用任务、查看日志等操作。

任务及执行实例说明

任务（job）：被任务计划或手动执行方式创建出来需要完成的流程任务。	执行实例（runinstance）：流程任务会创建出具
体的执行执行实例以完成任务，一个任务有可能创建多个执行实例。	例如，一个任务被创建出来之后会生成具体的执行实例
去完成该任务，若第一次执行失败之后且配置了失败重试机制，任务会自动再创建出一个执行实例进行失败重试。

状态说明

任务（job）：

等待：待分配机器人执行该任务
已分配：已经分配机器人执行该任务	(创建出runinstance)
运行中：	机器人正在执行该任务
成功：任务执行成功
失败：任务执行失败
取消：该任务被取消

执行实例（runinstance）：

创建：runinstance已经创建出来
运行:	该runinstance正在运行
失败：该runinstance运行失败
成功：该runinstance运行成功
取消：该runinstance被取消

查看流程部署任务

1）任务列表查看	点击某一流程部署中的“任务列表”按钮即可查看当前流程部署下通过任意方式生成的任务列表，主要包括
对应的流程部署名称、流程包名称、流程包版本、任务来源等信息。	2）任务（job）下执行实例（runinstance）查看	点击某
一任务下的“展开”按钮，即可展开对应的执行实例列表，默认展示3条，如果超过3条点击“展开更多”按钮可以展开全部。主
要包括具体的执行机器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状态等。

查看任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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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一任务后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该任务的执行详情，任务详情主要包括执行基本信息、参数信息等内容。	

查看日志详情

你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查看任务在机器人上的执行日志：	1）在任务列表页面中点击任务下某一具体执行实例的“日志”按钮即
可查看任务在该机器人上执行的具体日志。	

2）也可在“任务详情”页面中点击“查看日志”按钮查看任务在该机器人上执行的具体日志。

日志主要包含日志时间、日志类型、日志内容、日志截图等内容。可以在左上角的“日志切换选”中快速切换该任务在其他机
器人上的执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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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任务

在当前任务尚未执行完成时，若想终止某一任务，点击某一任务的"终止"按钮，即可终止当前任务”	1）若该任务终止时属于
未指派给机器人状态，则直接终止。	2）若该任务终止时已经指派给某一机器人正在执行，则向机器人发送指令进行终止，
当前任务会执行失败。	

调整任务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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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任务记录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任务记录页面主要用于记录并展示所有流程任务的执行状况，对任务执行日志进行综合管理。你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
的执行情况和结果，也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日志。

注意：	1）本页面展现所有流程部署通过任务计划或手动执行方式创建的所有流程任务；	2）“流程部署”模块中的“任务列
表”仅展示该流程部署下的任务记录。	3）“调度队列"模块中的“任务列表”仅展示被创建进调度队列中进行调度的任务。

你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的执行情况和结果，对于已经执行完成的任务，你也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日志。

执行队列状态说明

等待：表示任务在队列中排队，机器人当前正忙碌或无响应
运行中：表示机器人当前正在运行该任务
终止：表示该任务被用户强制终止
失败：表示任务执行完毕，返回结果为运行失败
成功：表示任务执行完毕，返回结果为运行成功

执行队列权限说明

查看执行队列：包含执行队列菜单的查看权限，及执行队列的查看和搜索权限
管理执行队列：包含执行队列终止，优先执行，重新执行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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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任务记录

查看任务记录列表

进入“任务记录"页面则可以查看所有流程部署通过任何方式所触发的流程任务的执行状况。	

任务及执行实例说明

任务（job）：被任务计划或手动执行方式创建出来需要完成的流程任务。	执行实例（runinstance）：流程任务会创建出具
体的执行执行实例以完成任务，一个任务有可能创建多个执行实例。	例如，一个任务被创建出来之后会生成具体的执行实例
去完成该任务，若第一次执行失败之后且配置了失败重试机制，任务会自动再创建出一个执行实例进行失败重试。

状态说明

任务（job）：

等待：待分配机器人执行该任务
已分配：已经分配机器人执行该任务	(创建出runinstance)
运行中：	机器人正在执行该任务
成功：任务执行成功
失败：任务执行失败
取消：该任务被取消

执行实例（runinstance）：

创建：runinstance已经创建出来
运行:	该runinstance正在运行
失败：该runinstance运行失败
成功：该runinstance运行成功
取消：该runinstance被取消

任务（job）下执行实例（runinstance）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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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一任务下的“展开”按钮，即可展开对应的执行实例列表，默认展示3条，如果超过3条点击“展开更多”按钮可以展开全
部。主要包括具体的执行机器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状态等。	

查看任务详情

点击某一任务后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该任务的执行详情，任务详情主要包括执行基本信息、参数信息等内容。	

查看日志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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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查看任务在机器人上的执行日志：	1）在任务列表页面中点击任务下某一具体执行实例的“日志”按钮即
可查看任务在该机器人上执行的具体日志。	

2）也可在“任务详情”页面中点击“查看日志”按钮查看任务在该机器人上执行的具体日志。

日志主要包含日志时间、日志类型、日志内容、日志截图等内容。可以在左上角的“日志切换选”中快速切换该任务在其他机
器人上的执行日志。

终止任务
在当前任务尚未执行完成时，若想终止某一任务，点击某一任务的"终止"按钮，即可终止当前任务”	1）若该任务终止时属于
未指派给机器人状态，则直接终止。	2）若该任务终止时已经指派给某一机器人正在执行，则向机器人发送指令进行终止，
当前任务会执行失败。	

调整任务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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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队列中的任务将会按照任务优先级进行执行（0-5000）,优先级越高则任务将会被优先执行。若您希望某一任务可以插队
执行，则点击该任务的“调整优先级”按钮以调整优先级。	

你可以输入对应的优先级数字，数字越大则任务会被越优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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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户信息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本页面用于管理控制台账户信息，你可以在这个页面:	1）云端企业版控制台：邀请用户，用户	2）私有化企业版控制台：创
建用户

查看用户列表	进入全局设置-用户信息页面，即可查看当前租户下的所有用户信息	

新建用户	在用户信息页面中点击“新建”，填写姓名、邮箱、密码等信息后即可完成用户创建。

用户信息查看	点击名称或者操作选中的“查看”即可查看用户	

用户信息编辑	在用户详情弹窗中点击“编辑”按钮后即可对用户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修改。

新增用户与你共享控制台，新增的用户可以通过邀请账号登录控制台。控制台将根据你赋予用户的权限，决定每个用户的操
作范围。

当你邀请一个用户加入控制台，控制台将会给邀请用号发送一封激活邮件（详见：新增用户）。	你可以在用户信息页面看到
你邀请的用户，你可以通过删除用户阻止用户通过邮件激活他的账户。（详见：删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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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经激活的用户，你可以通过停用用户阻止用户继续登录控制台（详见：停用用户）。

用户信息权限说明：

本模块仅系统权限可见

关于用户状态：

控制台账户分为三个状态：未激活；已启用；已停用——

未激活：被邀请但还没有激活账户的用户
已启用：可以正常使用的用户
已停用：被停用的用户

控制台只允许已启用状态的用户登录控制台。

关于用户权限
用户需要被赋予控制台的使用权限。否则用户将无法使用控制台的任何功能。使用权限分为两个级别:

资源组级别权限：
用户可以在不同资源组拥有不同的资源组级别权限
配置：资源组

系统级别权限：
当前我们未开放系统级别权限的配置。这也就意味着，当前只有“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系统级别权限。
范围：一级菜单“全局管理”下的所有子菜单均为系统级别模块，当前仅“系统管理员”可见。
配置：设置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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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户

查看用户列表

进入“全局设置”-“用户信息”页面，即可查看当前租户下的所有用户信息。	

新建用户

云端企业版添加用户	进入全局设置-用户信息，点击新增按钮打开邀请用户弹窗，填写您需要邀请的用户账号以及该用户在当
前租户内的姓名，即可邀请该用户进入该云端企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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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企业版创建用户	私有化企业版采用管理员直接为企业用户创建账号的方式来新建用户，点击“新建”	按钮后填写用户租
户内姓名、账户、密码等即可完成用户创建。	

查看及编辑用户信息详情

点击“用户名称"或者“操作选项”中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用户信息详情。	

点击“编辑”按钮后即可对用户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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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私有化企业版可在该页面中为用户修改密码，云端企业版仅能用户个人在个人中心为自己修改密码。

删除用户

点击“操作选项”中的“移除”按钮即可将当前用户从系统中移除。	

停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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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操作选项”中的“停用”按钮即可将当前用户停用，被停用的用户无法进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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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角色管理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本页面用于管理控制台的角色及角色权限。每个用户在控制台的操作范围是由用户绑定的角色所包含的权限赋予的。没有绑
定角色的用户除了修改个人信息，是无法在控制台看到任何操作的。	系统会在注册成功后自动为你的账号新增一个管理员角
色，并为注册账户绑定管理员角色，绑定管理员角色的账号将拥有本平台所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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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角色列表
进入“全局设置”-“角色管理”页面中即可查看所有角色的列表信息。在列表页面中可进行新建角色、查看及编辑角色、删除角
色等操作。	

新建角色

在“角色管理”页面中点击“新建”按钮即可开始新建角色。	

填写完角色名称、备注等信息后，通过勾选权限点的方式来配置角色的权限，例如为该角色配置“查看资产”、“新建资产”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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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权限点。	

查看及编辑角色

点击某一角色“操作”选项中的“编辑”按钮即可查看对应角色的信息及权限点，同时可对其进行修改。

删除角色

点击某一角色“操作”选项中的“删除”按钮即可产出对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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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源组管理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本页面用于管理控制台的资源组及资源组权限。每个用户在控制台的操作范围是由用户绑定的角色所包含的权限赋予的。没
有绑定角色的用户除了修改个人信息，是无法在控制台看到任何操作的。

控制台引入RBAC管理模式，即资源组-用户-角色-权限的管理模式，用户可以配置在不同资源组，在不同资源组下享有不同
角色。资源组之间做到数据隔离，权限隔离。实现权限管理灵活配置，保护数据安全。

当你注册控制台时，控制台会自动为你新增一个“默认资源组”，你可以在右上角找到你当前所在资源组，你可以通过这里进
行当前资源组的全局切换。	注意：全局管理下的模块属于系统级别数据，在资源组间共享，不会根据资源组的切换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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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源组

查看资源组列表

在“全局管理”-“资源组管理”页面中可以通过列表查看当前租户下所有资源组信息。	

新建资源组

点击“新增”按钮，填写名称、标签及备注等信息后即可新增资源组。	

编辑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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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需要编辑的资源组，点击“操作”选项中的“编辑”按钮，即可编辑资源组信息。	

删除资源组

找到需要删除的资源组，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资源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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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源组用户

查看资源组(或租户)下用户

在“全局管理”-“资源组管理”页面中，点击任意“资源组名称”即可进入查看该资源组下已经被添加的用户列表。	

在用户列表中可以看到每个用户在当前资源组下的对应角色，也可以点击其他的资源组名称（或租户名称），查看在当前资
源组（或租户）下的用户及其对应角色。	（控制台引入RBAC管理模式，即资源组-用户-角色-权限的管理模式，用户可以配
置在不同资源组，在不同资源组下享有不同角色。）	

注意：若将用户直接添加到租户下并赋予角色，意味着该用户在任意资源组下均具有该角色。例如将用户A添加到租户层级
下并赋予角色A（角色A仅拥有查看机器人权限），则用户A在任意资源组下均具有查看机器人权限。

添加用户到资源组（或租户）
1）添加用户到资源组	选定资源组后，点击添加打开添加用户弹窗。以在下拉框内输入需要查找的用户和角色进行模糊查
询，请选择你想要添加的用户和用户对应的角色。点击“保存”即可完成添加。	2）添加用户到租户	选定租户后（仅有一个租
户），点击添加打开添加用户弹窗即可进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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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若将用户直接添加到租户下并赋予角色，意味着该用户在任意资源组下均具有该角色。例如将用户A添加到租户层级
下并赋予角色A（角色A仅拥有查看机器人权限），则用户A在任意资源组下均具有查看机器人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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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计日志
本页面用于查看控制台的操作记录，所有用户在控制台的一举一动都将被记录为审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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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许可证
本页面用于展示控制台许可证的授权时间段和关联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以及使用情况,	你可以在这个页面看到你可以使用的机器
人和编辑器数量。	每当新增一个机器人或登录一台编辑器，你将会占用一个机器人或编辑器的许可数量。详见：占用许可证

社区版许可证

当用户注册社区版账户，将获取一个社区版控制台，一个社区版编辑器，一个社区版机器人的使用权。

社区版许可证将不会失效。如果你超过一年未登陆控制台，你的账户可能会被回收。我们将不会特别告知。

企业版许可证

当你购买了企业版控制台后，你将在这里看到你购买的控制台授权时间，关联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申请企业版许可证

你可以在社区版控制台通过点击“申请企业版”申请购买企业版控制台，编辑器和机器人。

企业版控制台将包含所有说明文档中标明“企业版独有”的功能。

我们将在收到邮件后，尽快通过你留下的联系方式与你联系。

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39-2198	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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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列表
在“全局管理”-“许可证”页面中可以查看当前租户内所有已授权的各类许可证信息。	点击“查看使用情况”按钮即可查看各类许
可证的详细使用信息。	

占用编辑器许可说明

当你用控制台账号登录你的编辑器时,	将在许可证页面占用一个相应版本的编辑器许许可证：	登录成功后，许可证的企业版
编辑器将显示已使用数量+1。同时可以在“查看使用情况”列表中查看使用的用户以及机器名称。	

控制台的编辑器名额采用”抢占制“，租户下的所有账户均可登录编辑器占用许可，采用先登录先占用，占满为止的策略。

释放编辑器许可

当你想要释放一些被占用的编辑器许可额度，以供后来人使用时，你可以采取两种方式释放名额：

1.	 在编辑器的右上角找到人像，点击注销。注销成功后，本台机器占用的编辑器额度即刻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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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全局管理”-“许可证”页面中，点击“查看使用情况”，找到想要释放的名额，点击“移除许可”，占用的编辑器额度即刻
释放。	对应的编辑器将在下一次检查许可证时自动登出。

占用机器人许可说明

当你在控制台新增机器人时，新增一个机器人将在许可证页面占用一个相应类型的机器人额度。	比如，你在控制台了一个企
业高级版机器人，新增成功后，许可证的企业高级版机器人将显示已使用数量+1。	

当占用的名额到达许可上限时，则无法再新增该类型的机器人，已经新增的机器人可以正常使用。

释放机器人许可
当你想要释放一些被占用的编辑器许可额度，以供后来人使用时，你可以采取两种方式释放名额：	1）在“机器人管理”页面
中，选择需要被释放的机器人，点击对应的“移除许可”按钮即可移除该机器人身上的许可证。	2）在	“全局管理”-“许可证”页
面中，点击“查看使用情况”，找到想要释放的名额，点击“移除许可”即可移除该机器人身上的许可证。

文档理解服务许可证说明

文档理解服务许可证主要用于控制文档理解模板的可调用次数,目前按照内置模型种类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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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程序管理
本页面主要用于管理发布到控制台的小程序。

小程序：指开发者在小程序中心创建的小程序。
发布小程序到控制台:	开发者可以把编译好的小程序发布到控制台，供管理员管理。

发布的小程序可以经由管理员批准，上架至资源组内用户的我的小程序供用户使用。

小程序管理权限说明：

查看小程序：包含小程序管理菜单，列表查看，运行小程序权限；我的小程序菜单，列表查看，运行小程序权限

管理小程序：包含小程序管理小程序启用/禁用流程权限

删除小程序：包含删除小程序权限

删除小程序版本：包含小程序管理，删除小程序版本权限

查看小程序草稿：包含小程序开发菜单，对应资源组内开发中的小程序列表查看权限

新建小程序：包含新建小程序权限

编辑小程序草稿：包含对应资源组内开发中的小程序编辑权限

发布小程序版本：包含小程序发布权限

小程序版本
为了避免小程序更新带来的管理问题。系统将会对发布的小程序进行版本管理。在同一资源组下重复发布一个小程序，则该
小程序包视为上个小程序包的迭代版本，以版本号区分。

小程序版本一经上传,不可修改,不可覆盖。用户可在小程序里获取该小程序的所有版本。

每次启用小程序，用户需要指定启用的小程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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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管理
进入小程序管理，你可以看到当前资源组下的所有被发布的小程序。你可以选择切换资源组，查看不同资源组下的小程序。

查看小程序

小程序列表将罗列所有被发布的小程序及小程序当前状态。	启用:指当前小程序已被上架，资源组下用户可以通过访问小程序
站点的我的小程序查看并运行该小程序	禁用：指当前小程序为下架状态，用户不可见

启用的小程序将会标记他当前启用的版本号。	你可以点击小程序名称查看小程序详情。

查看小程序详情

点击小程序名称，打开小程序详情。	在小程序详情，你可以查看小程序当前版本和历史版本，当前启用版本会在版本号处显
示当前标记。	你也可以在详情页试用小程序当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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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更多版本查看小程序其他版本	箭头标记的为当前预览版本，你可以通过点击版本号切换当前预览版本。	

当你想要切换当前小程序启用的版本时，通过查看更多版本切换到想要启用的版本详情，在详情内点击切换到当前版本，即
可将小程序启用版本切换至当前选定版本。	

注意：禁用小程序因未被上架，所以不存在当前启用版本。

启用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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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禁用状态的小程序，你可以通过列表或详情的启用按钮启用小程序。	当小程序在列表被启用时，默认启用小程序内最新
版本。	

当小程序在详情被启用时，默认启用当前详情选择版本。	

禁用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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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启用的小程序，你可以在和你可以通过列表或详情的禁用按钮启禁用用。	

删除小程序

你可以选择删除单个版本或整个小程序。

当你删除整个小程序时，小程序下的所有版本将被删除，小程序站点中的小程序的原始开发包也将被删除。

删除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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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小程序管理页面，找到要删除的小程序，点击删除，二次确认后即可删除。	

删除小程序版本

进入小程序管理页面，找到要删除的版本所在的小程序.	在小程序详情中点击，查看版本。	找到要删除的版本，点击删除，
即可删除。	

删除版本需满足以下条件：

版本非”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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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页面主要用于定义各类账户密码凭证、参数等,可供各类RPA流程进行调用。

资产管理权限说明

查看资产：包括资产列表查看、资产详情查看、流程部署调用资产等权限。
新建资产：包括新建资产权限。
修改资产：包括修改资产权限。
删除资产：包括删除资产权限。

资产类型说明

字符串：填写字符串值
整型：填写整型值
浮点型:	填写浮点值
布尔型：下拉选择Ture/False
账户密码凭证：定义账户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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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产

查看资产列表

进入“数据中心”-“资产管理”页面即可通过列表查看当前资源组下所有的资产信息。	

新建资产

点击“新建”按钮，填写资产名称、资产类型、资产值相关信息后点击”确认”按钮即可完成资产创建。选择不同的资产类型，
需要填写不同的资产值：

字符串：填写字符串值
整型：填写整型值
浮点型:	填写浮点值
布尔型：下拉选择Ture/False
账户密码凭证：定义账户及密码	例如我们新建一个账户密码凭证，填写资产名称、账户、密码等信息点击“保存"即可，
对于账户密码凭证系统会默认加密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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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资产详细信息

点击资产的名称或者操作选中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资产的详细信息	

编辑资产信息

在用户详情弹窗中点击“编辑”按钮后即可对用户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修改。	

注意：若选择存储方式为“加密存储”，则编辑时无法看到原始值，若保持为空提交则意味着不对资产值进行修改。

删除资产

点击“操作”选项中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对应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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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件服务
文件服务主要用于管理各类文件，支持文件夹的增删改以及文件上传、下载等功能，同时向RPA流程中提供各类文件服务

文件服务权限说明

文件服务权限包括两类：

1、功能菜单权限

查看文件服务：确定用户是否能够访问文件服务页面。

2、数据访问权限

管理权限:能够对文件夹的用户访问权限进行分配，同时包括可读、可写权限。

可写权限：能够在文件夹中上传、删除文件，包括可读权限。

可读权限：能够查看并下载文件。

首页

1094



管理文件服务

文件夹管理

文件夹管理主要用于对各文件夹、子文件夹进行新建及删除等操作。文件服务中的文件必须存储于某一文件夹/子文件夹之
内。

新建文件夹

点击左侧列表的“新建”按钮即可新建文件夹，新建出文件夹"命名框“自动处于可编辑状态，输入名称回车保存即可。

新建子文件夹

选择某一个文件夹，点击对应的”新建子文件夹“按钮即可再其结构下新增”子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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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件夹&子文件夹

选择某一文件夹点击对应的”删除“按钮即可对该文件夹进行删除操作。

文件管理

上传文件

选择某一文件夹后点击对应的"上传"按钮后弹窗选择需要进行上传的文件即可在文件夹中上传文件。

文件上传过程管理

展示所有文件的上传过程，主要包括全部上传成功、部分上传成功、全部上传失败三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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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文件

选择某一文件点击对应的”删除“按钮即经弹窗二次确认后可对该文件夹进行删除操作。

删除文件

选择某一文件点击对应的”删除“按钮即经弹窗二次确认后可对该文件夹进行删除操作。	

文件服务权限管理

文件服务权限按照一级文件夹进行配置，若用户对某一级文件夹具备某类权限，则对该一级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夹或文件均
具有相同权限。

打开权限编辑页面

点击一级文件夹操作选项中的“管理权限”按钮即可进入权限编辑页面，	编辑完成之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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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者权限

创建者即该文件夹的创建者，默认分配给其管理权限。

指定用户权限

指定用户权限可给不同用户赋予不同用户权限

1）点击“添加”按钮可弹窗展现当前租户下所有可添加的用户列表。

2）通过勾选方式选定需要添加的用户，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3）添加进之后默认给可读权限，通过下拉选择方式可对具体用户的权限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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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用户名称前的“移除”按钮即可将对应的用户从指定用户列表中移除。

其他用户权限

其他用户指当前租户下除了创建者、指定用户列表之外的所有其他所有用户。默认给无权限，通过下拉选择方式可对权限进

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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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档理解

本功能仅私有化企业版可见

云扩智能文档理解服务利用	OCR、NLP	等技术辅助您快速对各类文档、表格、文	本、证照等进行信息抽取、审阅、登记、
流程判断。您可以自定义上传图片、PDF	等格式模板文件，通过框选方式确定需要拖动的文本区域来快速配置模板。

文档理解权限说明

查看模板：包括查看文档理解模板列表权限。
新建模板：包括新建文档理解模板权限。
修改模板：包括修改文档理解模板权限。
删除模板：包括删除文档理解模板权限
发布模板：包括发布文档理解模板权限。
删除模板：包括删除文档理解模板权限。

内置模型说明

电子版PDF抽取模型：对电子版PDF文件进行文本信息抽取。
OCR抽取模型：对图片、扫描件等进行文本信息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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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档理解模板

查看文档理解模板列表

进入“文档理解”页面中即可通过列表查看当前资源组下所有的文档理解模板。主要包括模板名称、模板发布状态以及当前模
板的抽取标签等信息。模板主要用于对属于该模板的同类文件进行非结构化信息抽取。

新建文档理解模板
新建文档理解模板点击“新建”按钮，在弹窗中填写模板名称、备注、选择内置模型（包括电子版PDF抽取模型、OCR抽取模
型）选择对应的模板文件之后即可完成模板信息的初步创建。

配置文档理解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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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文档理解模板配置

配置文档理解模板主要由用户通过可视化界面自定义配置文本信息的抽取区域，用户可通过拉框选定的方式确定需要进行抽
取的文本区域。

1)	文件锚点配置

文件锚点用于对文件进行模板匹配及倾斜校正，通过点击附件上的“灰色文本区域"的方式确定文件锚点。锚点必须要是不变
的文字，每页锚点不得少于3个，越多越好。

2)	抽取标签配置

可以通过鼠标拉框方式在附件展示区域选定要抽取的文字区域，每选定一个区域将自动新增一个标签。	每一个标签意味着一
个非结构化文本抽取区域，批量抽取过程将按照标签输入对应文本内容。

3)	标签渲染

点击某一标签时候，高亮显示点击项，同时高亮显示附件中的框选区域。选择某一个标记框时，标记框高亮显示，同时高亮
显示对应的标签。

电子版PDF文档理解模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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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档理解模板主要由用户通过可视化界面自定义配置文本信息的抽取区域，用户可通过拉框选定的方式确定需要进行抽
取的文本区域。

1）抽取标签配置

可以通过鼠标拉框方式在附件展示区域选定要抽取的文字区域，每选定一个区域将自动新增一个标签。	每一个标签意味着一
个非结构化文本抽取区域，批量抽取过程将按照标签输入对应文本内容。

2）参照点配置

若标签抽取区域在文本中的位置会出现一定偏差，可通过对单个标签新增参照点以辅助对新样本进行信息抽取时的抽取框定
位。点击“参照点“按钮，在展开的区域中填写参照点的内容并选择参照点的方向

上：参照点在标签框的上方

下：参照点在标签框的下方

左：参照点在标签框的左方

右：参照点在标签框的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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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签渲染

点击某一标签时候，高亮显示点击项，同时高亮显示附件中的框选区域。选择某一个标记框时，标记框高亮显示，同时高亮
显示对应的标签。

测试文档理解模板

完成模板配置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测试功能来检查模板的效果，点击“测试”按钮再	弹窗中上传需要进行测试的文件后即可查看
新样本的信息抽取结果，在抽取结果页中展示所有的标签项及标签抽取内容。

发布文档理解模板
若当前模板测试通过之后，可以在模板配置页或操作选项中点击”操作”按钮即可对当前模板进行发布操作。发布完成之后即
可通过组件调用当前模板服务，从而实现RPA流程大量抽取非结构化文本信息。

首页

1104



注销账户
若想要注销你的云扩账号，请发送申请邮件至：product@encootech.com

邮件名称：注销申请

邮件内容包含：

你的联系方式

你申请的账号名称

你申请的账号的密码

你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注销账户：

1.账户及关联账户在30天内未登录系统

2.账户及关联账户下30天内没有活跃的机器人

3.账户及关联账户下没有关联的流程包

我们将在收到申请后尽快电话与你联系确认。

注销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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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扩	RPA	控制台

产品概述

云扩	RPA	控制台(Encoo	Console)	是企业级	RPA	的中央控制中心，高效连接并管理编辑器、机器人、AI	服务、数据中心等业
务模块，实现各模块的统一管理与协作。

产品优势

云原生

弹性扩展，支撑大云端规模高并发机器人服务

微服务

松耦合，独立维护、灵活调用微服务

敏捷部署

SaaS或私有化，支持跨境上云，大大降低规模化成本

产品主要功能

云扩	RPA	控制台的主要功能如下：

序号 功能模块 社区版 企业版（SaaS）

1 仪表盘 不支持 支持

2 RPA管理 部分支持 支持

3 ViCode管理 不支持 支持

4 文档理解 不支持 支持

5 数据中心 不支持 支持

6 全局管理 部分支持 支持

应用场景
高效管理机器人和流程调度

一站式机器人集群管理、流程任务分发，定时或队列计划，大大提高机器人群组的利用率
可自由配置流程间协作及不同流程触发条件，满足需要多种流程配合完成的复杂场景

企业级生产力平台管控

支持按国家、城市或集团、分子公司部署多级控制台；
支持多租户的权限隔离，实现跨区域多级管理；
业界先进的角色权限访问控制，并与企业原生ID	Service轻松集成

智能监控流程执行数据并在仪表盘展示

通过可视化手段提供RPA多维度数据，直观高效的了解企业RPA运行状态;全局分析系统资源及配置情况，为企业RPA调试及
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v4.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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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入口与试用

云扩	RPA	控制台访问入口：云扩	RPA	控制台
云扩	RPA	控制台试用：通过注册并登录云扩	RPA	控制台，试用云扩	RPA	控制台的社区版，如需试用企业版，请联系我
们的销售人员（致电：400-639-2198）。

说明：

1.	 控制台的社区版和企业版的功能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社区版不包含云扩科技为企业打造的大量企业级功
能。

2.	 控制台的企业版本，主要分为云端	SaaS	企业版和私有化企业版。
私有化企业版：将控制台部署在企业内部服务器上，只对该企业提供服务。
云端	SaaS	企业版：将控制台部署在云扩的云端服务器上，对外多个企业提供服务。

与其他云扩产品之间的关系

v4.0.x

1107

https://console.encoo.com/


用户登录
用户登录页面为用户进入云扩	RPA	控制台的入口，通过注册帐号登录，即可进入云扩	RPA	控制台的首页。

注册

如果您还没有帐号，需通过控制台注册页面https://console.encoo.com/#/user/register的向导进行注册帐号。

说明：

或在登录页面，通过点击页面右下注册按钮，进入注册页面。

登录

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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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注册，需通过控制台登录页面https://console.encoo.com/，选择对应的登录方式（手机登录、邮箱登录、第三方账号
登录）进行登录。

说明：

或在注册页面，通过点击页面右下登录按钮，进入登录页面。

忘记密码

如果您在登录过程中发现忘记密码，可以在登录页面通过绑定的邮箱或手机号找回密码，具体步骤如下：

1.	 打开登录页面，点击忘记密码的链接。

2.	 选择邮箱找回或手机号找回。

3.	 输入帐号绑定的邮箱或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

4.	 验证码将发送到绑定邮箱或手机，输入收到的验证码，点击下一步。

5.	 输入新密码，修改成功后返回登录页面。

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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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请用登录名及修改后的新密码登录。

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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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本页面主要用于对控制台中的各类常用应用、服务以及实用链接进行快速导航，同时提供编辑器、机器人安装包的下载功
能。

常用导航：提供仪表盘、流程部署、机器人管理等常用应用的快速导航。

更多服务：提供文档理解、ViCode	等其他服务的快速导航。

实用链接：提供云扩文档、课程、论坛等地址的快速跳转。

安装包下载：选择对应的安装包点击即可快速下载编辑器、机器人客户端。

服务地址：用于编辑器客户端连接控制台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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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监控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本页面用于提供各类	RPA	数据统计分析功能，展现企业机器人、流程任务运行及状况，便于快速了解企业	RPA	系统运行现
状以及进行各类调度。

流程包数量：统计当前部门累计的流程包数量。
流程部署数量：统计当前部门累计的流程部署数量。
调度队列数量：统计当前部门累计的调度队列数量。

机器人数量：统计当前部门机器人数量以及各状态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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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记录概况：统计当前部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所有任务的状态分布情况，以及通过柱状图展示每天任务状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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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监控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机器人监控页可按今日、最近	7	天、最近	30	天或自定义时间段，查看机器人运行状况，具体如下图所示。

序
号 参数 说明

1 可用机器人执行
任务总数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机器人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的执行流程数。

2 可用机器人忙碌
总时长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机器人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的忙碌总时长（所有机器人处于忙碌状态
时间的累计）。

3 可用机器人平均
忙碌比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机器人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平均忙碌比（所有机器人的忙碌总时长	/	当
前时间段范围内所有机器人的存在总时长）。

4 可用机器人故障
占比	TOP10

统计所有流程数出现故障（即，失败）的分布情况。
每个机器人故障百分比	=	当前机器人失败的流程数	/	这段时间失败的总流程数，例如：
1000	个	runinstance,	有	100	个均失败于	A	机器人上，则计算为	10%。

5 可用机器人状态
分布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机器人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机器人的状态分布情况，机器人状态分为
已许可、未许可、中断、忙碌、空闲等。

6 可用机器人忙碌
总时长	TOP10 展示当前部门下所有机器人的忙碌情况（执行流程数）以及具体的流程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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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监控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队列监控页面可按今日、最近	7	天、最近	30	天或自定义时间段，从多维度对调度队列中机器人、流程任务运行调度情况进行
统计监测，主要包括如下功能：

调度队列数量：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调度队列的数量及今日新增数量。

队列执行任务总时长：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调度队列中的机器人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的忙碌总时长及今日新增总时长。

关联流程部署数量: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调度队列关联的流程部署数量及今日新增数量。

绑定机器人数: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调度队列绑定机器人的数量及今日新增数量。

队列机器人平均忙碌比: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调度队列中的机器人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的平均忙碌比及今日忙碌比。

队列成功占比	TOP	10: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调度队列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所有执行成功的流程任务在队列中的分布情
况。

队列故障占比	TOP	10: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调度队列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所有执行失败的流程任务在队列中的分布情
况。

调度队列任务分布：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调度队列中的任务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的分布情况。

调度队列忙碌总时长	TOP10: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调度队列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忙碌总时长	TOP10。

调度队列任务平均等待时长	TOP10：	统计当前部门下所有调度队列在所选时间段范围内平均等待时间	TOP10。

首页

1115



首页

1116



机器人运行统计表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本页面主要用于展示当前部门下所有机器人的执行任务次数、完成次数、忙碌时长及忙碌比等情况。默认展示最近	7	天数
据，可自由筛选时间段范围内的机器人运行数据。

图表展示：

通过柱状及折线图表综合展示所有机器人在所选时间端范围内执行任务总次数、执行成功总次数、机器人总数、机器人存在
总时长、忙碌总时长、平均忙碌比、平均成功率等变化走势。

报表详情：

通过报表展示各个机器人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执行任务次数、执行成功次数、成功率、机器人存在时长、忙碌时长、机器人
忙碌比等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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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流程统计表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本页面主要用于展示当前部门下所有用户的工作情况，例如，创建流程部署数量、创建任务计划数量以及相应的任务的运行
情况。默认展示最近	7	天数据，可自由筛选时间段范围内的机器人运行数据。

图表展示：

通过柱状及折线图表综合展示所有用户的上传流程包总数、创建流程部署总数、创建任务计划总数、创建任务总数、成功执
行任务总数、任务执行总时长等。

报表详情：

通过报表展示各个用户在当前时间段范围内上传流程包数、创建流程部署数、创建任务计划数、创建任务数、成功执行任务
数、任务执行时长等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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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程包管理
本页面用于管理上传到控制台的流程，流程指在编辑器新增的自动化项目，一个自动化项目被称为一个流程。	用户可以把编
辑好的流程上传到控制台，上传的流程可以用于线上指派机器人运行，也可以生成在线流程库用于机器人本地运行。主要包
括：

通过编辑器上传
手动上传

流程包管理权限说明

查看流程包：包含流程包管理菜单及流程包管理列表查看权限
上传流程源文件：包含上传流程权限
删除流程包：包含删除流程包权限
删除流程源文件：包含删除流程版本文件权限
下载流程源文件：包含下载流程权限

流程包版本

为了避免重复上传，流程版本更新带来的管理问题。系统将会对上传的流程进行版本管理。在同一部门下上传相同包名的流
程，则该流程将被视为上个流程的迭代版本，以版本号区分。

流程包版本号一经上传,不可修改,不可覆盖。用户可在流程包里获取该流程的所有版本。版本含两个状态：

未使用：指版本没有在流程执行中被选择
已使用，指版本在流程执行中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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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流程
你可以选择删除单个版本或整个流程包。

当你删除整个流程包时，流程包下的所有版本将被删除。

删除流程包

进入流程包管理页面，找到要删除的流程包，点击删除，二次确认后即可删除流程包。

删除流程包需满足流程包内所有版本均为”未使用”状态。

删除版本

进入流程包管理页面，找到要删除的版本所在的流程包.	点击查看，弹出流程包版本详情页面。	找到要删除的版本，点击删
除，即可删除。

删除版本需满足该版本为”未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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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上传流程
将流程包通过编辑器导出（详见：导出流程）.

进入流程包管理，点击上传按钮，选择需要上传的流程文件。

当你通过编辑器导出流程时，会定义一个流程包名称。该名称将被认为是该流程包的唯一识别码，用于判断此流程在当前资
源组下可获取的最新版本号。

你可以修改上传流程的版本号和备注，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流程将被上传到控制台指定资源组下。

你还可以通过编辑器上传流程至控制台：通过编辑器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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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器人管理
本页面主要用于管理控制台的机器人。	云扩	RPA	机器人分为社区版，企业版。每个社区版控制台可以激活一个社区版机器
人，	企业版由企业购买数量决定。	激活后，社区版和企业基础版机器人可以在本地使用。企业高级版机器人可以通过控制台
下发流程执行。

资源组机器人：创建并管理资源组专用机器人的连接字符串，同时可对资源组机器人的许可状态进行管理。
共享机器人：创建并管理租户共享机器人的连接字符串，同时可对共享的机器人许可状态进行管理。

机器人连接状态

空闲：指机器人处于空闲状态
忙碌：指机器人正在执行任务
中断：机器人失去了与控制台的连接

机器人许可状态

已许可：指机器人已经分配了许可证（创建出的机器人会自动分配一个许可证）
未许可：指机器人已经未分配许可证

机器人管理权限说明

查看机器人：包含机器人管理菜单的查看权限，及机器人列表的查看和搜索权限
新增机器人：包含新增机器人权限
编辑机器人：包含编辑机器人权限
删除机器人：包含删除机器人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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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机器人列表
进入机器人管理，你可以看到当前资源组下的所有机器人。你可以选择切换资源组，查看不同资源组下的机器人。

新增机器人

点击新建按钮，打开新增弹窗，填写机器人名称、标签、备注，并且选择机器人类型后，点击确定即可新建机器人。

新增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复制你的机器人连接字符串。你可以直接粘贴机器人连接字符串至客户端机器人，完成激活。详情
见：激活机器人

查看机器人信息

点击对应的机器人名称即可查看机器人详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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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机器人信息

在机器人详情页面中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开始对机器人信息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即可。	

点击对应的机器人名称即可查看机器人详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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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人详情页面中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开始对机器人信息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

移除许可证

新创建的机器人默认拥有一个许可证，若当前机器人属于“已许可”状态，点击操作中的“移除许可”按钮即可移除当前机器人
的许可证。

分配许可证
新创建的机器人默认拥有一个许可证，若当前机器人属于“已许可”状态，点击操作中的“移除许可”按钮即可移除当前机器人
的许可证。

删除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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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需要删除的机器人，选中操作	-	其他	-	删除，点击删除，即可删除机器人。	被删除的机器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可以删
除成功：

机器人为断开状态
机器人当前在执行队列模块中，没有状态为等待和执行中的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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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度队列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调度队列主要用于对机器人集群进行管理调度，实现队列中RPA流程任务动态分配，提升机器人及任务运行效率。	在该模块
中可以新建并且管理调度队列，同时查看队列中流程任务的运行状况。

你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的执行情况和结果，对于已经执行完成的任务，你也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日志。

执行队列状态说明
等待：表示任务在队列中排队，机器人当前正忙碌或无响应
运行中：表示机器人当前正在运行该任务
终止：表示该任务被用户强制终止
失败：表示任务执行完毕，返回结果为运行失败
成功：表示任务执行完毕，返回结果为运行成功

执行队列权限说明
查看调度队列：包含调度队列列表的查看权限，以及调度队列详情的查看权限。
新建调度队列：包含调度队列的新建权限。
修改调度队列：包含调度队列的修改权限。
查看调度队列任务：包含查看调度队列中所有的流程任务状态、任务详情、日志详情等权限。
编辑调度队列任务：包含终止调度队列任务以及调整调度队列任务中优先级的权限。

首页

1127



查看调度队列列表
进入“调度队列”页面，你可以看到当前资源组下所有的调度队列的列表信息。

新建调度队列

你可以建立调度队列并绑定机器人集群以用于任务及机器人调度：

1.	 在调度队列管理页面中，点击“新建”按钮，在弹窗中填写队列名称、备注等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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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基本信息后，勾选对应的机器人后，点击“保存”按钮，即该队列绑定机器人	

查看调度队列详情

点击“调度队列”名称后即可查看队列详情信息

编辑调度队列详情

在调度队列详情页面中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对队列名称、备注等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添加关联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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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信息页面中点击“添加”按钮后勾选对应可添加的机器人后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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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调度队列任务
若需要查看某一调度队列当前或历史的任务执行情况，点击“查看”任务按钮即可进入“调度队列任务列表”页面。	

你可以查看所有被指派到调度队列执行的流程任务的执行状况。你也可以在该页面中查看任务详情、任务日志，同时进行队
列任务优先级调整、终止等操作。	

“调度队列”-“任务列表”中的任务详情、任务日志、优先级调整、终止等操作与任务记录列表中一致（区别在于任务记录页面
中的列表包括了所有的流程任务）。（详见：查看任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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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程部署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流程部署主要用于对流程包进行部署，并建立流程与机器人之间关联关系，支持参数赋值、失败尝试配置等操作。

配置完流程部署之后，您可以对该流程进行：

1.	 创建任务计划：通过定时方式触发对应的流程任务。
2.	 手动执行流程：可以通过手动方式立马执行对应的流程任务。
3.	 查看流程部署任务列表：可以查看该流程部署通过各种方式触发的流程任务记录及对应的日志详情。

流程执行权限说明

查看流程部署：包含流程部署列表的查看权限，以及流程部署详细信息的查看权限。
新建流程部署：包含流程部署的新建权限。
修改流程部署：包含流程部署的修改权限。
删除流程部署：包含流程部署的删除权限。
查看任务计划：包含流程部署下所有任务计划列表的查看权限，以及某一任务计划详情的查看权限。
新建任务计划：包含任务计划的新建权限。
修改任务计划：包含任务计划的修改权限。
删除任务计划：包含任务计划的删除权限。
查看任务列表：包含流程部署下所有的流程任务状态、任务详情、日志详情等的查看权限。
编辑任务：包含流程部署下任务的终止及调整任务优先级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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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流程部署

新建流程部署

1.	 在流程部署页面中点击“新建”按钮后即可开始新建：

填写流程部署基本信息，选择对应的流程包以及流程包版本号。
设置失败最大尝试试次数，流程执行失败后将按照该次数自动进行重试。
设置任务优先级（1-5000）：优先级越高该任务将被越先执行

对流程包中的参数进行赋值：

手动赋值：填写需要进行赋值的参数值即可

导入资产：点击“导入资产”即可选择在资产管理页面中预先存储的资产进行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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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下一步”开始配置机器人执行目标，选择指定队列执行/指定机器人执行

执行队列执行：从该资源组下已创建的队列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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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机器人选择:	展示该资源组下所有的机器人，通过勾选选定，支持按照名称及标签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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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保存即完成流程部署新建，点击【保存并设置触发器】即开始快捷配置定时计划。（详见“定时计划管理”）

查看流程部署配置信息

点击流程部署中的“配置”按钮即可查看流程部署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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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配置及参数修改

在流程部署的“配置”页面中点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基本配置信息及参数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删除流程部署
点击所选的流程部署操作选项中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相应的流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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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计划管理
任务计划主要用于用户可自由配置各时间维度任务执行计划，调度机器人执行各类流程，从而实现对流程执行统一规划及调
度。

任务计划列表查看

点击某一流程部署的“任务计划”按钮，即可切换查看该流程部署名下所有的任务计划。

新建任务计划

第一步，填写任务计划详情配置

1）基本信息：定时计划名称、流程部署名称、流程包名称	&	版本号。	

2）计划时间(任务的定时执行时间)：

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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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小时
按天
按周
按月
按cron表达式

对于按照cron表达式执行定时计划任务，若了解cron表达式可自行根据规则编写，或通过云扩提供的cron表达式生成网站进行
生成。

3）开始任务计划时间、停用任务计划时间	开始时间：到达开始时间之后，任务计划才会生效；	停用时间：到达停用时间之
后，任务计划不会再生成任务。

第二步，执行目标及参数确认	1）队列名称/机器人名称：如果流程部署配置的执行方式为队列执行，此处展示队列名称及备
注；若流程部署配置的执行方式为指定机器人，则展示具体机器人名称及状态。

2）参数信息：展示当前流程包中的参数值，若流程部署已对某参数值进行修改则此处将展示最新值。可在当前环节通过手动
填写或导入资产进行重新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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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定时计划填写后，点击“保存”即可，定时计划将在设置的开始/停用时间自动启用或停用。

说明：

流程部署的执行目标为指定机器人时：每次任务计划触发时每个机器人均会执行一次该流程。即关联了N个机器
人，每次任务计划触发时将会生成N个流程任务。
流程部署的执行目标为指定队列时：每次任务计划触发时该流程仅会执行一次，即生成一个流程任务在队列中动
态分配。

查看及编辑任务计划详情
点击某一任务计划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对应的任务计划详情。点击“编辑”按钮后即可开始对任务计划进行编辑，完成后点
击“保存”按钮即可。

查看任务计划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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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一任务计划的操作选项中的“查看日志”按钮即可查看该任务计划的启用、停用、创建任务情况，便于对任务计划进行
跟踪。

启用/停用任务计划

你可以在任务计划列表中点击“操作”选项中的启用/停用按钮，对当前任务计划进行启用/停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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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执行流程
除了通过任务计划定时创建流程任务之外，你也可以手动立即执行流程:

1.	 在“流程部署”页面中选择要立即执行的流程部署，点击“操作”选项中的“执行”按钮。

2.	 在“流程执行”弹窗中，您可以对失败最大尝试次数、参数值进行重新赋值，确认无误后点击“执行”按钮即可生成对应的
任务执行。你可以再在“流程部署”-“任务列表”中查看对应任务的执行情况。

说明：

流程部署的执行目标为指定机器人时：每个机器人均会执行一次该流程，即关联了N个机器人将会生成N个流
程任务。
流程部署的执行目标为指定队列时：该流程仅会执行一次，即生成一个流程任务在队列中动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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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流程部署任务
对当前流程部署下的任务进行快查看，支持查看任务详情、调整优先级、启用/停用任务、查看日志等操作。

任务及执行实例说明

任务（job）：被任务计划或手动执行方式创建出来需要完成的流程任务。	执行实例（runinstance）：流程任务会创建出具
体的执行执行实例以完成任务，一个任务有可能创建多个执行实例。	例如，一个任务被创建出来之后会生成具体的执行实例
去完成该任务，若第一次执行失败之后且配置了失败重试机制，任务会自动再创建出一个执行实例进行失败重试。

状态说明

任务（job）：

等待：待分配机器人执行该任务
已分配：已经分配机器人执行该任务	(创建出runinstance)
运行中：	机器人正在执行该任务
成功：任务执行成功
失败：任务执行失败
取消：该任务被取消

执行实例（runinstance）：

创建：runinstance已经创建出来
运行:	该runinstance正在运行
失败：该runinstance运行失败
成功：该runinstance运行成功
取消：该runinstance被取消

查看流程部署任务

1）任务列表查看	点击某一流程部署中的“任务列表”按钮即可查看当前流程部署下通过任意方式生成的任务列表，主要包括
对应的流程部署名称、流程包名称、流程包版本、任务来源等信息。	2）任务（job）下执行实例（runinstance）查看	点击某
一任务下的“展开”按钮，即可展开对应的执行实例列表，默认展示3条，如果超过3条点击“展开更多”按钮可以展开全部。主
要包括具体的执行机器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状态等。

查看任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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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一任务后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该任务的执行详情，任务详情主要包括执行基本信息、参数信息等内容。	

查看日志详情

你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查看任务在机器人上的执行日志：

方式一：在任务列表页面中点击任务下某一具体执行实例的“日志”按钮即可查看任务在该机器人上执行的具体日志。	

方式二：在“任务详情”页面中点击“查看日志”按钮查看任务在该机器人上执行的具体日志。

日志主要包含日志时间、日志类型、日志级别、日志内容、日志截图等内容。可以在左上角的“日志切换”中快速切换该任务
在其他机器人上的执行日志。

说明：

支持对“日志类型”和“日志级别”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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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任务

在当前任务尚未执行完成时，若想终止某一任务，点击某一任务的"终止"按钮，即可终止当前任务”	1）若该任务终止时属于
未指派给机器人状态，则直接终止。	2）若该任务终止时已经指派给某一机器人正在执行，则向机器人发送指令进行终止，
当前任务会执行失败。	

调整任务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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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队列中的任务将会按照任务优先级进行执行（0-5000）,优先级越高则任务将会被优先执行。若您希望某一任务可以插队
执行，则点击该任务的“调整优先级”按钮以调整优先级。	

你可以输入对应的优先级数字，数字越大则任务会被越优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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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任务记录
本功能仅企业版可见

任务记录页面主要用于记录并展示所有流程任务的执行状况，对任务执行日志进行综合管理。你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
的执行情况和结果，也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日志。

说明：

本页面展现所有流程部署通过任务计划或手动执行方式创建的所有流程任务；
“流程部署”模块中的“任务列表”仅展示该流程部署下的任务记录。
“调度队列"模块中的“任务列表”仅展示被创建进调度队列中进行调度的任务。

你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的执行情况和结果，对于已经执行完成的任务，你也可以通过这个页面查看任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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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记录

查看任务记录列表

进入“任务记录	"	页面则可以查看所有流程部署通过任何方式所触发的流程任务的执行状况。

任务（job）：被任务计划或手动执行方式创建出来需要完成的流程任务。

任务状态说明如下：

等待：任务在队列中排队，机器人当前正	忙碌	或	无响应，等待分配机器人执行该任务
已分配：已经分配机器人执行该任务	(创建出	runinstance)
运行中：	机器人正在执行该任务
成功：任务执行成功
失败：任务执行失败
取消：该任务被取消

执行实例（runinstance）：流程任务会创建出具体的执行执行实例以完成任务，一个任务有可能创建多个执行实例。例
如，一个任务被创建出来之后会生成具体的执行实例去完成该任务，若第一次执行失败之后且配置了失败重试机制，任
务会自动再创建出一个执行实例进行失败重试。

执行实例状态说明如下：

创建：runinstance	已经创建出来
运行:	该	runinstance	正在运行
失败：该	runinstance	运行失败
成功：该	runinstance	运行成功
取消：该	runinstance	被取消

查看任务下的执行实例

单击某一任务下的“展开”按钮，即可展开对应的执行实例列表，默认展示	3	条，如果超过	3	条点击“展开更多”按钮可以展开
全部。主要包括具体的执行机器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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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实例的日志详情

你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查看任务在机器人上的执行日志：

1.	 在任务列表页面中点击任务下某一具体执行实例的“日志”按钮即可查看任务在该机器人上执行的具体日志。

2.	 也可在“任务详情”页面中点击“查看日志”按钮查看任务在该机器人上执行的具体日志。

说明：

日志主要包含日志时间、日志类型、日志级别、日志内容、日志截图等内容。可以在左上角的“日志切换”中快速
切换该任务在其他机器人上的执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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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任务记录详情

单击某一任务后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该任务的执行详情，任务详情主要包括执行基本信息、参数信息等内容。

调整任务优先级

调度队列中的任务将会按照任务优先级进行执行（0-5000）,	优先级越高则任务将会被优先执行。若您希望某一任务可以插队
执行，则点击该任务的“调整优先级”按钮以调整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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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输入对应的优先级数字，数字越大则任务会被越优先执行。

取消任务
在当前任务尚未执行完成时，若想取消某一任务，点击某一任务的	"取消"	按钮，即可取消当前任务。

若该任务取消时属于未指派给机器人状态，则直接取消。
若该任务终止时已经指派给某一机器人正在执行，则向机器人发送指令进行取消，当前任务会执行失败。

批量操作
任务记录页面中的任务支持批量操作功能，勾选页面任务列表左侧的筛选框后，单击页面右上方的“批量操作”按钮，可进行
批量调整优先级、批量执行、批量取消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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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管理
组织架构管理主要用于对公司中的部门、用户进行管理，同时可对相关部门、用户、机器人的各类权限进行控制。

下面以创建一个部门并配置部门信息为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前提条件

系统管理员	已在控制台管理后台中，创建公司（即，租户）。

创建部门

为已创建的公司，创建部门。

1.	 在云扩	RPA	控制台的	全局管理	>	组织架构管理	中，单击“+”，新建部门。

2.	 单击“确定”按钮后，完成部门或子部门的创建。

邀请用户
为已创建的部门，邀请添加用户。

1.	 在“用户管理”选项页，单击“+邀请用户”，为选择的部门添加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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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选)单击“保存并继续添加”按钮，将保存已添加的用户并继续添加新的用户信息。

3.	 单击“保存”按钮，在用户信息列表页面可看到已添加的用户信息。

4.	 （可选）如果需要对添加的用户进行查看、更改、删除相关操作，可单击“操作”栏中对应的选项。

查看：查看已添加的用户信息，并可对其进行编辑“用户姓名”和“备注”相关信息。
变更部门：将已添加的用户移至组织架构中的其它部门。
更改角色：为已添加的用户更改角色，具体的角色说明如下表所示。

角色	|	菜单权限	|	功能权限	---------|----------|---------	企业管理员	|	组织架构管理	|	拥有该菜单下的新增、修改、删除权
限	-|	组织架构管理	>	用户管理	|拥有该菜单下的新增、修改、删除权限	-|	审计日志	|拥有该菜单下的新增、修改、删
除权限	-|	许可证	|	拥有该菜单下的新增、修改、删除权限	-|	部门所对应的“功能配置”中开放的菜单	|	拥有该菜单下的
新增、修改、删除权限	组织架构管理员	|	组织架构管理	|拥有该菜单下的新增、修改、删除权限	-|	部门所对应的“功
能配置”中开放的菜单	|拥有该菜单下的新增、修改、删除权限	审计日志管理员	|	审计日志	|拥有该菜单下的新增、修
改、删除权限	-|	部门所对应的“功能配置”中开放的菜单	|拥有该菜单下的新增、修改、删除权限	普通用户	|	部门所对
应的“功能配置”中开放的菜单	|拥有该菜单下的新增、修改、删除权限

删除：删除该租户中已添加的用户。

配置部门数据权限

“数据权限配置”选项页，主要实现配置所选部门的数据权限，系统默认会为已创建的部门继承上级部门的数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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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编辑”按钮，可配置部门数据权限。

部门配置信息：
拥有者：默认为当前部门的创建者，可更改。
所属部门：当前部门的组织架构关系。
管理者：上级部门的拥有者会自动作为当前部门的管理员。主要分为企业管理员或组织架构管理员。

数据权限模式：
是否继承上级权限：若选择“继承上级权限”，系统将会根据自定义权限及继承来的上级权限综合计算得出最终
权限。
用户权限：配置部门中用户对资源的访问权限，支持可读、读写、管理等权限。
机器人权限：配置部门中用户对指定机器人的访问权限。
API	KEY	访问权限：配置	API	KEY	对资源的访问权限，从而控制对应使用改	API	KEY	的	URL	的访问权限。

2.	 单击“保存”按钮，对已配置的部门数据权限进行保存。

配置菜单功能权限
为已选择的部门，开放指定的菜单功能权限。

1.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编辑”按钮，可配置部门菜单功能权限。

首页

1155



2.	 单击“保存”按钮，对已配置的部门菜单功能权限进行保存。

后续操作

查看公司组织架构：在“组织架构管理”页面中，可查看当前公司组织架构列表。
修改部门信息：在“部门信息配置”页面中，单击“编辑”按钮，可对当前部门信息进行修改。
删除部门信息：在“组织架构管理”页面中，选择并单击部门右侧的“删除”选项，可为对当前部门进行删除。
创建子部门：在“组织架构管理”页面中，选择并单击部门右侧的“创建子部门”选项，可为当前租户或部门创建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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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计日志
本页面用于查看控制台的操作记录，所有用户在控制台的所有操作将被记录为审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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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许可证
本页面用于展示控制台许可证的授权时间段和关联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以及使用情况,	你可以在这个页面看到你可以使用的机器
人和编辑器数量。

每当新增一个机器人或登录一台编辑器，你将会占用一个机器人或编辑器的许可数量。详见：占用许可证

社区版许可证

当用户注册社区版账户，将获取一个社区版控制台，一个社区版编辑器，一个社区版机器人的使用权。

社区版许可证将不会失效。如果你超过一年未登陆控制台，你的账户可能会被回收。我们将不会特别告知。

企业版许可证
当你购买了企业版控制台后，你将在这里看到你购买的控制台授权时间，关联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申请企业版许可证
你可以在社区版控制台通过点击“申请企业版”申请购买企业版控制台，编辑器和机器人。

企业版控制台将包含所有说明文档中标明“企业版独有”的功能。

我们将在收到邮件后，尽快通过你留下的联系方式与你联系。

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39-2198	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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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列表
在“全局管理”-“许可证”页面中可以查看当前租户内所有已授权的各类许可证信息。	点击“查看使用情况”按钮即可查看各类许
可证的详细使用信息。

占用编辑器许可说明

当你用控制台账号登录你的编辑器时,	将在许可证页面占用一个相应版本的编辑器许许可证：	登录成功后，许可证的企业版
编辑器将显示已使用数量+1。同时可以在“查看使用情况”列表中查看使用的用户以及机器名称。

控制台的编辑器名额采用”抢占制“，租户下的所有账户均可登录编辑器占用许可，采用先登录先占用，占满为止的策略。

释放编辑器许可

当你想要释放一些被占用的编辑器许可额度，以供后来人使用时，你可以采取两种方式释放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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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器的右上角找到人像，点击注销。注销成功后，本台机器占用的编辑器额度即刻释放。
2.	 在	“全局管理”-“许可证”页面中，点击“查看使用情况”，找到想要释放的名额，点击“移除许可”，占用的编辑器额度即刻

释放。	对应的编辑器将在下一次检查许可证时自动登出。

占用机器人许可说明

当你在控制台新增机器人时，新增一个机器人将在许可证页面占用一个相应类型的机器人额度。	比如，你在控制台了一个企
业高级版机器人，新增成功后，许可证的企业高级版机器人将显示已使用数量+1。

当占用的名额到达许可上限时，则无法再新增该类型的机器人，已经新增的机器人可以正常使用。

释放机器人许可
当你想要释放一些被占用的编辑器许可额度，以供后来人使用时，你可以采取两种方式释放名额：

1.	 在“机器人管理”页面中，选择需要被释放的机器人，点击对应的“移除许可”按钮即可移除该机器人身上的许可证。
2.	 在	“全局管理”-“许可证”页面中，点击“查看使用情况”，找到想要释放的名额，点击“移除许可”即可移除该机器人身上的

许可证。

文档理解服务许可证说明

文档理解服务许可证主要用于控制文档理解模板的可调用次数,目前按照内置模型种类进行控制。

首页

1160



首页

1161



系统设置
系统配置，主要包括对公司架构配置和多重身份验证配置。

公司架构配置

公司架构配置主要用于邀请子公司加入该公司。单击“公司加入码”，可将该公司加入码分享给子公司进行加入。

多重身份验证配置

开启“多重身份验证”开关后，将会在用户通过账户密码登录系统后进行二次验证以保证系统安全，验证方式为手机验证码、
邮箱验证码验证、虚拟	MFA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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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iCode	管理
具体参见	关于云扩	ViCode	云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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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页面主要用于定义各类账户密码凭证、参数等,	可供各类	RPA	流程进行调用。

资产管理权限说明

查看资产：包括资产列表查看、资产详情查看、流程部署调用资产等权限。
新建资产：包括新建资产权限。
修改资产：包括修改资产权限。
删除资产：包括删除资产权限。

资产类型说明

字符串：填写字符串值。
整型：填写整型值。
浮点型:	填写浮点值。
布尔型：下拉选择	Ture/False。
账户密码凭证：定义账户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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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产

查看资产列表

进入“数据中心	>	资产管理”页面，即可通过列表查看当前资源组下所有的资产信息。

新建资产
点击“新建”按钮，填写资产名称、资产类型、资产值相关信息后点击”确认”按钮即可完成资产创建。选择不同的资产类型，
需要填写不同的资产值：

字符串：填写字符串值。
整型：填写整型值。
浮点型:	填写浮点值。
布尔型：下拉选择Ture/False。
账户密码凭证：定义账户及密码。

例如，我们新建一个账户密码凭证，填写资产名称、账户、密码等信息点击“保存"即可，对于账户密码凭证系统会默认加密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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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资产详细信息

点击资产的名称或者操作选中的“查看”按钮即可查看资产的详细信息。

编辑资产信息

在用户详情弹窗中点击“编辑”按钮后即可对用户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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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若选择存储方式为“加密存储”，则编辑时无法看到原始值，若保持为空提交则意味着不对资产值进行修改。

删除资产
点击“操作”选项中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对应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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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件服务
文件服务主要用于管理各类文件，支持文件夹的增删改以及文件上传、下载等功能，同时向	RPA	流程中提供各类文件服务。

文件服务权限说明

文件服务权限包括两类：

功能菜单权限

查看文件服务：确定用户是否能够访问文件服务页面。

数据访问权限

管理权限:	能够对文件夹的用户访问权限进行分配，同时包括可读、可写权限。
可写权限：能够在文件夹中上传、删除文件，包括可读权限。
可读权限：能够查看并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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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件服务

文件夹管理

文件夹管理主要用于对各文件夹、子文件夹进行新建及删除等操作。文件服务中的文件必须存储于某一文件夹/子文件夹之
内。

新建根目录文件夹

点击左侧列表的“新建”按钮，在弹出的“新建根目录文件夹”对话框中，填写“文件夹名称”及选择“绑定文件连接器”，单击“确
定”按钮后，即可新建文件夹。

说明：

“绑定文件连接器”，若无已创建的数据连接，可选择“+新建连接”进行新建文件类型的连接器，具体请参见连接管理。

新建子文件夹

选择某一个文件夹，点击对应的”新建子文件夹“按钮即可再其结构下新增”子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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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件夹&子文件夹

选择某一文件夹点击对应的”删除“按钮即可对该文件夹进行删除操作。

文件管理

上传文件

选择某一文件夹后点击对应的"上传"按钮后弹窗选择需要进行上传的文件即可在文件夹中上传文件。

文件上传过程管理

展示所有文件的上传过程，主要包括全部上传成功、部分上传成功、全部上传失败三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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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文件

选择某一文件点击对应的”删除“按钮即经弹窗二次确认后可对该文件夹进行删除操作。

删除文件

选择某一文件点击对应的”删除“按钮即经弹窗二次确认后可对该文件夹进行删除操作。	

文件服务权限管理

文件服务权限按照一级文件夹进行配置，若用户对某一级文件夹具备某类权限，则对该一级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夹或文件均
具有相同权限。

打开权限编辑页面

点击一级文件夹操作选项中的“管理权限”按钮即可进入权限编辑页面，	编辑完成之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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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者权限

创建者即该文件夹的创建者，默认分配给其管理权限。

指定用户权限

指定用户权限可给不同用户赋予不同用户权限

1.	 点击“添加”按钮可弹窗展现当前租户下所有可添加的用户列表。

2.	 通过勾选方式选定需要添加的用户，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3.	 添加进之后默认给可读权限，通过下拉选择方式可对具体用户的权限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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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用户名称前的“移除”按钮即可将对应的用户从指定用户列表中移除。

其他用户权限

其他用户指当前租户下除了创建者、指定用户列表之外的所有其他所有用户。默认给无权限，通过下拉选择方式可对权限进
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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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管理
连接管理主要用户创建并管理各类数据连接器，建立与各类外部数据之间的连接，便于后续在小程序中进行各类数据操作。

前提条件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登录企业版控制台。

新建数据库类连接

新建	MySql	数据库连接

1.	 在“云扩	RPA	控制台	>	数据中心	>	连接管理”页面中，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新建”按钮。
2.	 在弹出的“新建连接”对话框中，选择“MySql”，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在进入的“配置连接”弹框中，配置	Mysql	连接。

连接名称：自定义新建的	mysql	连接名称。
环境类型：下拉选择生产环境或测试环境。
连接方式：可选择“通过配置连接”或“通过连接字符串连接”。
使用	SSL	连接：是否启用	SSL	连接。

a.	通过配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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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过连接字符串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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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单击“测试”按钮，可测试数据连接是否成功。

5.	 单击“新建”按钮，完成	Mysql	的数据连接。

新建托管数据库

1.	 在“云扩	RPA	控制台	>	数据中心	>	连接管理”页面中，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新建”按钮。
2.	 在弹出的“新建连接”对话框中，选择“托管数据库”，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在进入的“配置连接”弹框中，配置托管数据库连接。

连接名称：自定义新建的托管数据库连接名称。
环境类型：下拉选择生产环境或测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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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新建”按钮，完成托管数据库连接。

新建	API	类连接

新建	Restful	API	连接

1.	 在“云扩	RPA	控制台	>	数据中心	>	连接管理”页面中，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新建”按钮。
2.	 在弹出的“新建连接”对话框中，选择“Restful	API”，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在进入的“配置连接”弹框中，配置	Restful	API	连接。

连接名称：自定义新建的	Restful	API	连接名称。
环境类型：下拉选择生产环境或测试环境。
基础	URL	地址：填写基础	URL	定位地址。
Headers：填写头文件的	key	和	value	的值。
Parameters：填写参数的	key	和	value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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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新建”按钮，完成	Restful	API	数据连接。

新建文件类连接

新建	MiniO	文件连接

1.	 在“云扩	RPA	控制台	>	数据中心	>	连接管理”页面中，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新建”按钮。
2.	 在弹出的“新建连接”对话框中，选择“MiniO”，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在进入的“配置连接”弹框中，配置	MiniO	连接。

连接名称：自定义新建的	MiniO	连接名称。
环境类型：下拉选择生产环境或测试环境。
MiniO	服务地址：填写	Minio	对象存储服务的地址。
Access	key：填写	Minio	对象存储服务的	Acces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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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	Key：填写	Minio	对象存储服务的	Secret	Key。
文件存储路径：非必填，填写需要在	Minio	对象存储服务中创建的文件夹名称。

4.	 单击“新建”按钮，完成	Minio	文件连接。

新建	AzureBlob	文件连接

1.	 在“云扩	RPA	控制台	>	数据中心	>	连接管理”页面中，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新建”按钮。
2.	 在弹出的“新建连接”对话框中，选择“AzureBlob”，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在进入的“配置连接”弹框中，配置	AzureBlob	连接。

连接名称：自定义新建的	AzureBlob	连接名称。
环境类型：下拉选择生产环境或测试环境。
连接字符串：填写	AzureBlob	对象存储服务的连接字符串。
文件存储路径：非必填，填写需要在	AzureBlob	对象存储服务中创建的文件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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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新建”按钮，完成	AzureBlob	文件连接。

新建	EncooStorage	文件连接

1.	 在“云扩	RPA	控制台	>	数据中心	>	连接管理”页面中，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新建”按钮。
2.	 在弹出的“新建连接”对话框中，选择“EncooStorage”，单击“下一步”按钮。

3.	 在进入的“配置连接”弹框中，配置	EncooStorage	连接。

连接名称：自定义新建的	EncooStorage	连接名称。
环境类型：下拉选择生产环境或测试环境。
文件存储路径：非必填，填写需要在	EncooStorage	对象存储服务中创建的文件夹名称，如果不填写，则自动在
EncooStorage	的根目录下创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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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新建”按钮，完成	EncooStorage	文件连接。

后续操作

查看：在“连接管理”页面，单击“操作”栏中的“查看”选项，可查看并修改所选择的数据连接的配置信息和数据权限。
测试：在“连接管理”页面，单击“操作”栏中的“测试”选项，可测试当前数据连接是否连接成功。
删除：在“连接管理”页面，单击“操作”栏中的“删除”选项，可删除当前选中的数据连接。
管理文件连接器中的文件：如果需要管理已创建的文件连接器下的文件，可在“数据中心	>	文件服务”中，使用“新建根目
录文件夹”功能进行绑定文件连接器，具体可参见	管理文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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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档理解
本功能仅私有化企业版可见

云扩智能文档理解服务利用	OCR、NLP	等技术辅助您快速对各类文档、表格、文	本、证照等进行信息抽取、审阅、登记、
流程判断。您可以自定义上传图片、PDF	等格式模板文件，通过框选方式确定需要拖动的文本区域来快速配置模板。

文档理解权限说明

查看模板：包括查看文档理解模板列表权限。
新建模板：包括新建文档理解模板权限。
修改模板：包括修改文档理解模板权限。
删除模板：包括删除文档理解模板权限
发布模板：包括发布文档理解模板权限。
删除模板：包括删除文档理解模板权限。

内置模型说明

电子版PDF抽取模型：对电子版PDF文件进行文本信息抽取。
OCR抽取模型：对图片、扫描件等进行文本信息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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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档理解模板

查看文档理解模板列表

进入“文档理解”页面中即可通过列表查看当前资源组下所有的文档理解模板。主要包括模板名称、模板发布状态以及当前模
板的抽取标签等信息。模板主要用于对属于该模板的同类文件进行非结构化信息抽取。

新建文档理解模板
新建文档理解模板点击“新建”按钮，在弹窗中填写模板名称、备注、选择内置模型（包括电子版PDF抽取模型、OCR抽取模
型）选择对应的模板文件之后即可完成模板信息的初步创建。

配置文档理解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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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文档理解模板配置

配置文档理解模板主要由用户通过可视化界面自定义配置文本信息的抽取区域，用户可通过拉框选定的方式确定需要进行抽
取的文本区域。

文件锚点配置

文件锚点用于对文件进行模板匹配及倾斜校正，通过点击附件上的“灰色文本区域"的方式确定文件锚点。锚点必须要是
不变的文字，每页锚点不得少于3个，越多越好。

抽取标签配置

可以通过鼠标拉框方式在附件展示区域选定要抽取的文字区域，每选定一个区域将自动新增一个标签。	每一个标签意味
着一个非结构化文本抽取区域，批量抽取过程将按照标签输入对应文本内容。

标签渲染

点击某一标签时候，高亮显示点击项，同时高亮显示附件中的框选区域。选择某一个标记框时，标记框高亮显示，同时
高亮显示对应的标签。

电子版PDF文档理解模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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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档理解模板主要由用户通过可视化界面自定义配置文本信息的抽取区域，用户可通过拉框选定的方式确定需要进行抽
取的文本区域。

抽取标签配置

可以通过鼠标拉框方式在附件展示区域选定要抽取的文字区域，每选定一个区域将自动新增一个标签。	每一个标签意味
着一个非结构化文本抽取区域，批量抽取过程将按照标签输入对应文本内容。

参照点配置

若标签抽取区域在文本中的位置会出现一定偏差，可通过对单个标签新增参照点以辅助对新样本进行信息抽取时的抽取
框定位。点击“参照点“按钮，在展开的区域中填写参照点的内容并选择参照点的方向

上：参照点在标签框的上方
下：参照点在标签框的下方
左：参照点在标签框的左方
右：参照点在标签框的右方

标签渲染

点击某一标签时候，高亮显示点击项，同时高亮显示附件中的框选区域。选择某一个标记框时，标记框高亮显示，同时
高亮显示对应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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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文档理解模板

完成模板配置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测试功能来检查模板的效果，点击“测试”按钮再	弹窗中上传需要进行测试的文件后即可查看
新样本的信息抽取结果，在抽取结果页中展示所有的标签项及标签抽取内容。

发布文档理解模板
若当前模板测试通过之后，可以在模板配置页或操作选项中点击”操作”按钮即可对当前模板进行发布操作。发布完成之后即
可通过组件调用当前模板服务，从而实现RPA流程大量抽取非结构化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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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账户
若想要注销你的云扩账号，按照如下邮件格式，发送申请邮件至：product@encootech.com

邮件名称：注销申请

邮件内容：

你的联系方式
你申请的账号名称
你申请的账号的密码

注意：

你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注销账户：

1.	 账户及关联账户在30天内未登录系统
2.	 账户及关联账户下30天内没有活跃的机器人
3.	 账户及关联账户下没有关联的流程包

我们将在收到申请后尽快电话与你联系确认。

注销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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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扩	ViCode	云码
本章节为云扩	ViCode	云码相关的文档，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版本进行查阅。

云扩ViCode云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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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扩ViCode
云扩ViCode是一个面向业务人员的小程序平台，提供日常工作任务一站式的服务。通过小程序的零代码开发功能，可以将每
一个流程变成可交互式的小程序，打造适用于您业务场景的人机交互方式。

在这里，你可以定制一个前端交互界面用于与流程互动，向流程传递命令和参数。

云扩小程序访问站点：apps.encoo.com，站点与控制台共享一套账户。云端版目前仅供云端企业版用户使用，如需试用，请联
系我们的销售人员。

云扩小程序分为两个模式：

小程序开发：用于开发小程序。
我的小程序：用于使用小程序。

v3.0.x

1190

https://apps.encoo.com/


关于小程序开发模块
开发者可以在这个模块下，通过小程序的零代码开发功能创建应用，并对应用进行编辑，发布和管理。

进入小程序开发模式

打开站点，单击“小程序开发”菜单，即可查看当前你可以编辑的小程序。	

你可以在这个页面搜索小程序、创建小程序、编辑小程序、复制小程序、删除小程序。

注意：

删除小程序会导致已发布的小程序被一起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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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小程序
点击“创建小程序”按钮，进入小程序编辑器。	创建的小程序将自动创建于当前选择的资源组下（右上，资源组概念请查看控
制台文档）	

小程序编辑器配置根据布局分为四部分，分别是	

1.	 页面配置：管理小程序内的页面
2.	 基本设置：管理小程序全局设置
3.	 组件选择：通过组件创建页面元素
4.	 属性栏：用于组件对本身的属性进行设置，不同组件拥有不同的属性栏。属性栏将根据模拟界面选中的组件进行切换。
5.	 模拟界面：用于向用户展示编辑的界面样式，用户可以在模拟界面选中/拖拽移动/删除组件。
6.	 基本操作：一些小程序的全局操作，包括保存小程序，试运行小程序，发布小程序到控制台等。

v3.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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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件库
在页面设置的下方可以找到组件栏。	组件是页面的组成部分，每个页面功能由一个或多个组件拼凑而成。你可以通过拖拽或
双击组件的方式将组件添加到当前页面。组件在页面内可以叠加多次使用，新添加的组件将自动添加在页面已有组件下方。	

组件库中的组件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全局组件：你在某一页面内添加了一个全局组件，意味着整个小程序内的所有页面将共享该全局组件。
布局组件：布局组件用于定义小程序的布局，有助于在小程序中定位组件。
模块组件：模块组件仅添加在当前页面，每个模块组件将携带一些基本配置，用于快速生成页面展示及功能。
输入组件：输入组件包括选择器、文件上传、开关等，实现人机交互。
显示组件：显示组件包括图片、文本，主要实现页面显示。

添加组件
你可以选中页面，打开组件栏，拖拽组件至页面内，或双击组件，组件将自动添加至当前选中页面。	

v3.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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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组件

若你想要删除组件，请在模拟界面选中组件，点击	"delete"	按钮，组件即会被删除。	**	注意：被删除的组件无法复原，只能
重新生成，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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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导航
该组件为全局组件,	用于为小程序添加一个左侧导航栏。

属性

配置

显示

小程序名称：可以选择是否在导航栏显示小程序名称。
尺寸

宽度：可以通过调整数字大小来调整组件宽度。
栏目：可为导航添加/删除/排序菜单，添加后的菜单将会渲染在模拟界面内。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这些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
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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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全局组件	下的	左侧导航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4.	 选中该组件，在右侧属性栏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栏目：输入菜单名称“Test”。
5.	 在模拟界面中选中单个菜单，在右侧属性栏为菜单添加显示图标，并为菜单绑定对应跳转的页面。

说明：

当菜单绑定的跳转页面为空或不存在时，点击菜单后，小程序将停留在当前页面。

6.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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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导航
该组件为全局组件，用于为小程序添加一个顶部导航栏。

属性

配置

显示

小程序名称：可以选择是否在导航栏显示小程序名称。
栏目：可为导航添加/删除/排序菜单，添加后的菜单将会渲染在模拟界面内。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这些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
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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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全局组件	下的	顶部导航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4.	 选中该组件，在右侧属性栏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栏目：输入菜单名称“Test”。

5.	 在模拟界面中选中单个菜单，在右侧属性栏为菜单添加显示图标，并为菜单绑定对应跳转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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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菜单绑定的跳转页面为空或不存在时，点击菜单后，小程序将停留在当前页面。

6.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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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视图相当于容器，视图中可以包含组件和其它视图。视图提供了以简单直观的方式在其中放置组件的功能。

说明：

不同视图上的组件，支持单击选中组件并拖拽至不同的视图下，以改变组件的层级。

属性

配置

方向（横向/纵向）：该视图内的控件的排列方向。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默认为系统自带的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该属性对视图不生效。
外观：设置视图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视图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视图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视图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
进行缩放。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布局组件	下的	视图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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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以下属性来查看边框样式。

边框色：#d0021c
边框样式：双实线、线型大小选择	5

5.	 添加一些按钮、文本、图片等组件该视图上，然后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如何根据屏幕变化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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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
表单组件用于展示和提交表单信息至	数据表管理	中已创建的数据表中（即，向指定表中插入一行数据）。

属性

配置

选择表：选择已在小程序的数据表中创建的数据表。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这些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
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示例

添加表单组件

1.	 在页面区域单击选中需要添加表单组件的页面。
2.	 在组件区域双击或拖拽模块组件中的表单组件至当前选中页面。
3.	 在弹出的添加表单组件对话框中，填写相应信息。

说明：

选择表：默认为空，下拉选择该小程序应用中的任一数据表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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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创建”，根据配置将表单模块组件加载进当前页面并选中该组件。

配置表单组件

选中整个表单组件，可在页面右侧对表单组件的参数进行配置。

说明：

配置列表：展示选中列，支持勾选”隐藏/显示“图标，	显示代表在界面内显示该列，隐藏代表不显示该列。

配置表单列

选中表单组件中的任一表单列，可在页面右侧对当前表单列的参数进行配置，具体参数配置如下表所示。

说明：

支持选中单个任一表单列进行拖拽排序。

展示名称：默认填写初始化列名，可输入	30	字符以内的名称。
控制

是否可更改：是否可修改当前表单列信息，默认开关状态为开，支持更改。
是否必填：是否需要设定当前表单列为必填项，默认开关状态为关，当前表单列非必填。

控件
类型：当前表单列的控制类型，支持文本、密码、是/否、数字、日期、时间、单选、多选类型。当选择不同类型
时，下方可设定对应类型的占位符、默认值等配置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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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表格组件用于展示和操作在数据表管理中已创建的数据表。

属性

配置

表格名称：显示表格组件已关联的数据表名称。
布局：是否固定列宽，默认不固定，根据列内容长度自适应，单击打开“固定”右侧的开关，则表示根据所设置的列宽进
行固定。
展示列：展示选中表的所有列，列名及展示名。</br>支持勾选”隐藏/显示“图标，	显示代表在界面内显示该列，隐藏代
表不显示该列。
表格操作：支持对表格的内容进行新增、编辑、删除、查看详情的操作。</br>勾选“隐藏/显示”图标，	显示代表在界面
内显示该操作，隐藏代表不显示该操作。其中”删除“按钮不支持关联其它页面，其它按钮支持关联其它需要打开的页
面。
筛选：为表格配置一个或多个筛选项，支持按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为空、不为空对条件列进行筛选。
排序：为表格设置一个或多个排序规则，支持升序和降序排序。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这些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
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示例

添加表格组件

1.	 在页面区域单击选中需要添加表格组件的页面。
2.	 在组件区域双击或拖拽模块组件中的表格组件至当前选中页面。
3.	 在弹出的添加表格组件对话框中，填写相应信息，如下图所示，具体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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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表：下拉选择该小程序应用中的任一数据表。
展示列	：可通过下拉列表勾选/反选需要展示的列。
创建新增页：勾选后，在运行该组件时，将出现“新增”按钮，点击后可创建新增页。
创建详情页：勾选后，在运行该组件时，在“操作”列将出现“详情”链接，点击后创建详情页。
创建编辑页：勾选后，在运行该组件时，在“操作”列将出现“编辑”链接，点击后创建编辑页。

4.	 单击“创建”，根据配置将表格模块组件加载进当前页面并选中该组件。

配置表格列

选中表格组件中的单个表头字段，可在页面右侧对表格字段列的参数进行配置，具体参数配置说明如下表所示。

说明:

支持拖动单个表头字段，对表头字段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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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列表
描述列表组件用于展示和查看在	数据表管理	中已创建的数据表。

属性

配置

表格名称：选择小程序应用中的任一数据表。

切换

选择器：是否需展示下拉框选择某列的数据，开关默认打开且选择首列。
配置列表：展示选中列。支持勾选“隐藏/显示”图标，	显示代表在界面内显示该列，隐藏代表不显示该列。

说明：

支持在模拟界面中选中单个任一描述列进行拖拽排序。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这些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
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模块组件	下的	任务列表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4.	 在弹出的添加描述列表组件对话框中，填写相应信息。

说明：

选择表：默认为空，下拉选择该小程序应用中的任一数据表进行关联。

5.	 单击“创建”，根据配置将描述列表模块组件加载进当前页面并选中该组件。

6.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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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流程组件用于为控制台的流程部署创建一个可以交互的前端显示。

在了解组件的用法之前，需要在控制台中配置流程部署（详细操作步骤请参见	控制台文档），步骤如下：

1.	 注册控制台账号。
2.	 在控制台指定资源组下，将流程包上传至流程包管理。
3.	 跳转到流程部署，创建流程部署，流程部署关联上传的流程包，并配置可以运行的机器人。
4.	 配置完毕后，即可打开小程序站点，创建小程序。

属性

配置

流程部署：选择已在控制台中配置的“流程部署”。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这些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
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单个控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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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模拟界面的组件，选中组件后，即可在右侧配置控件信息。

当前支持对控件的设置如下：

参数名称：展示流程中当前参数的名称
展示名称：组件对应标签的名称
控制

是否可更改：不可更改的参数，系统将作为标签展示参数默认值，若没有设置默认值，则仅展示标签
是否必填:	打开此选项意味着我们会在前端校验当前参数必填

参数类型：展示流程中当前参数的数据类型。

控件

类型：下拉选择参数类型，允许用户调整交互控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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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模块组件	下的	流程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流程。

5.	 添加时，系统将根据你选择的流程，在模拟界面加载出该流程包含的所有参数及其对应的默认控件。

6.	 单击“创建”按钮，根据配置将该组件加载进当前页面并选中该组件。

说明：

如果需要调换参数的次序，可以在模拟页面中选中参数对应的控件，通过上下拖拽的方式调换参数次序。

7.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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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结果对比
OCR	结果对比组件用于通过数据表查看	OCR	识别结果并比对。

属性

配置

选择表：下拉选择，任选一个本小程序应用中的数据表。
指定列

指定识别图列：下拉选择，选择该数据表中的某一列作为需要识别该列中的图。
指定识别结果列：下拉选择，选择该数据表中的某一列作为将识别完成的结果保存至此列。
指定状态列：下拉选择，选择该数据表中的某一列作为将识别完成的状态（true	代表通过，flase	代表不通过）保存
至此列。

筛选：配置一个或多个筛选项，支持按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为空、不为空对条件列进行筛选。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这些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
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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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模块组件	下的	OCR	结果对比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4.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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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记录
任务记录组件用于记录和展示单个用户在本小程序应用中运行的流程部署日志，该功能同云扩	RPA	控制台中的	RPA	管理	>
任务记录。

属性

配置

布局：是否固定列宽，默认不固定，根据列内容长度自适应，单击打开“固定”右侧的开关，则表示根据所设置的列宽进
行固定。
展示列：展示选中该任务记录列表的所有列，列名及展示名。</br>	支持勾选”隐藏/显示“图标，	显示代表在界面内显示
该列，隐藏代表不显示该列。
表格操作：支持对该任务记录列表进行	查看详情、调整优先级、终止任务	的操作。</br>	勾选“隐藏/显示”图标，	显示代
表在界面内显示该操作，隐藏代表不显示该操作。
表头操作：开关默认状态为开，表示每一条任务记录可查看运行详情。
子表详情：展示子表的执行详情。</br>	支持勾选”隐藏/显示“图标，	显示代表在界面内显示该列，隐藏代表不显示该
列。
子表操作	：在每个子表详情的当前行右侧，可查看日志信息。</br>	勾选“隐藏/显示”图标，显示代表在界面内显示该操
作，隐藏代表不显示该操作。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这些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
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示例

添加任务记录组件

1.	 在页面区域单击选中需要添加任务记录组件的页面。
2.	 在组件区域双击或拖拽模块组件中的任务记录组件至当前选中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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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组件自动加载进当前页面并选中该组件。

说明：

通过该组件，每个用户在自己的小程序里，只能看到自己执行的任务记录，小程序的版本升级，流程修改将不会
影响到历史执行记录。

配置任务记录列

选中任务记录组件中的单个表头字段，可在页面右侧对任务记录列表列的参数进行配置，具体参数配置说明如下表所示。

说明:

支持拖动单个表头字段，对表头字段进行排序。

展示名称：输入该列需要展示的列名称，默认填写了初始化的列名。
列宽	：输入当前列的宽度，单位：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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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用户单击或点击后可与应用进行交互的组件。

属性

配置

文本：在组件上显示或用户键入到组件中的文本。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这些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
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下面是一个单击按钮后跳转至指定页面的例子。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按钮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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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文本：输入显示文本“链接至指定页面”。
事件：新增一个“点击”事件。
行为：新增一个“跳转到指定页面”行为。

5.	 单击	预览	并单击“链接至指定页面”按钮，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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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选框
用户可选择或清除以将其设置为	true	或	false	的组件。

属性

配置

文本：在组件上显示或用户键入到组件中的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默认为系统自带的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复选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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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文本：输入显示文本“男”。
5.	 单击	预览	并勾选复选框，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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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器
一个列表，在用户不将其打开的情况下，该表仅显示第一项。

选择器	组件可以节省屏幕的实际使用空间，尤其是在列表包含大量选项时。此组件仅占用一行空间，除非用户选择箭头符号
来显示更多选项。

属性

配置

占位符：
默认值：只可从已设定的选项中选择一个默认选定项作为初始值。
选项：表示选定项的数据记录。展示值是在组件中显示的数据列，输入值是组件中显示的项的数据源。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默认为系统自带的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该属性对选择器组件不生效。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选择器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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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以下属性来查看显示效果。

5.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如何根据屏幕变化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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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入框
用户可其中键入数字数据的框。

属性

占位符：输入文本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默认为系统自带的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数字输入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v3.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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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占位符：输入显示文本“请输入	0-9	的数字！”
5.	 单击	预览	并输入数字，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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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输入框
用户可其中键入文本、数字和其他数据的框。

属性

占位符：输入文本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默认为系统自带的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文本输入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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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占位符：输入显示文本“请输入文本内容！”。
5.	 单击	预览	并输入文本内容，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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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选择框
用户可单击或点击以指定时间点的控件。

属性

格式：组件显示时间和用户指定时间所使用的文本格式。
占位符：输入文本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默认为系统自带的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时间选择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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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格式：下拉选择时间格式，如，	HH:MM:SS	。
5.	 单击	预览	并选择指定时间点，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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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选择框
用户可单击或点击以指定日期的控件。

属性

格式：组件显示日期和用户指定日期所使用的文本格式。
可选日期区间：用户可将日期选择框组件的值设为在某一个日期区间可选。
占位符：输入文本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默认为系统自带的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日期选择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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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格式：下拉选择日期格式，如，	YYYY/MM/DD	

可选日期区间：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分别为		2021/01/01		和		2021/12/31	
5.	 单击	预览	并选择指定日期，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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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传
文件上传	组件用于上传文件并展示。支持上传扩展名为	rar、zip、doc、docx、pdf、jpg	等类型的文件。

属性

配置

占位符：输入文本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默认为系统自带的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文件上传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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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预览	并上传文件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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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
用户可通过移动其句柄打开可关闭的组件。

属性

配置

默认值：组件运行时的默认值。
开启文字：组件开启状态时显示的文字内容。
关闭文字：组件关闭状态时显示的文字内容。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默认为系统自带的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开关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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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以下属性来查看显示效果。

5.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如何根据屏幕变化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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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一个框，显示文本、数字等数据。

属性

配置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这些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
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展示组件	下的	文本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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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默认值：输入文本内容“欢迎光临！”。
5.	 单击	预览，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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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显示来自本地文件或数据源等来源的图片的组件。

属性

配置

文本：图片的访问地址。

样式

显示：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这些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
义样式”。
字体：设置组件的字体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填充：设置组件的填充颜色。
边框色：设置组件边框的颜色。
边框样式：设置组件边框的样式，是实线、虚线、点线还是双实线，以及线的粗细情况。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登录到	小程序。
2.	 进入	小程序开发	的编辑模式。
3.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展示组件	下的	图片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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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文本：输入图片的来源地址“https://www.html.cn/newimg88/2016/03/viewport.jpg”。
5.	 单击	预览，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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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配置
点击左侧基本设置菜单栏，即可切换到小程序页面配置面板。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当前小程序的所有页面及页面配置的组件信息。	当页面被选中，模拟界面会立即渲染当前页面的样式。你
可以单击选中页面，切换模拟界面显示。

新增页面

点击新增按钮，即可在小程序内添加一个空白页面。	新增页面时需要给页面命名，你可以输入中文，英文，数字。小程序内
页面不能重名。	输入正确的名字后，点击回车即可创建页面。	

修改页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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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想要修改页面名称，将鼠标移到页面上方，点击鼠标右键，选择重命名，即可重命名页面。	重命名输入规则与新增页面
一致。	

设置首页

新建小程序时，系统将自动创建一个空白页面并标记为首页（标记见图）。	你可以将小程序内任意页面设置为首页，操作方
式为：选中页面	-	右键	：设为首页，当首页标记移动到被设定页面后，即说明首页设置完成。	首页将作为使用者打开该小程
序到达的第一个页面，且首页不可删除。	

删除页面

若你想要删除页面，选中页面点击删除按钮或鼠标移动到页面上方，右键选择删除，即可删除页面。

说明：

首页不可删除，若想删除当前首页，请先设定别的页面为首页，再删除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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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页面

若希望复制当前页面，选中当前页面右键选择"复制"选项，即可复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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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基本设置
点击左侧基本设置菜单栏，即可切换到应用基本设置面板。	

你可以在这里对小程序的名称，图标，布局，说明进行编辑和调整。

目前我们只支持流水响应式页面布局，未来我们将开放更多元的布局方式供用户定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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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管理
数据表管理功能提供创建/导入、修改、删除数据表等功能，并根据已创建的数据表进入编辑模式进行创作，提供给当前小程
序使用。

新增/导入数据表

前提条件

以开发者角色登录云扩小程序。

操作步骤

1.	 单击“小程序开发”菜单。
2.	 选择已有小程序后单击“编辑”按钮或单击“+创建小程序按钮”，进入小程序编辑页面。
3.	 单击页面左侧导航中的数据菜单，进入数据表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1.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新增或导入按钮,新增或导入数据表。

说明：

新增的数据表的表名不可重名且不可超过50字符。
导入的数据表支持	excel	、	csv	格式。

2.	 单击确定或打开按钮，在数据表管理列表中勾选并显示新增的数据表。

后续操作

修改数据表基本信息：在数据表管理页面，单击“操作”栏中的“编辑”，可以修改数据表的基本信息。

删除数据表：在数据表管理页面，单击“操作”栏中的“删除”，可以删除已创建的数据表。

进入数据表编辑模式：在数据表管理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的“进入编辑模式”，可进入数据表编辑模式进行编辑具体表
详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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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编辑模式
数据表编辑模式页面主要提供对数据表内的数据进行的排序、筛选、设置格式等操作，像操作	Excel	一样操作小程序的数据
表。

数据表操作

重合名表名：右击数据表名称，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重命名”，即可对表名进行重命名。	

	

删除表名：右击数据表名称，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删除”，即可对当前表进行删除。	

	

退出编辑模式：单击数据表名上方的“退出编辑”链接，即可退出编辑模式，返回至数据表管理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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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内容操作

插入行/列

方式一：单击表格行/列末端的 图标。
方式二：选中单个表格/列/全表，在右击菜单中选择并单击插入行/列菜单进行选择需要插入行/列的位置。

修改表数据	将光标置于需要修改的表的单元格内，进行输入表数据。	

复制/粘贴单元格	选中表中的部分数据，右击选择“复制”，光标移至需要粘贴的地方，右击选择“粘贴”。

说明：	按住Shift键+光标选择，可多选单元格进行删除或复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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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数据至范围	选中单个单元格数据，拖拽单元格右下角的光标可横向或纵向覆盖原有单元格数据为当前选中的单个单

元格中的数据。	 	

筛选表数据

v3.0.x

1244



单击表格中表头字段右侧的倒三角图标，支持按值或条件进行筛选数据。	

在单元格中引用数组形式的数据，可预览已筛选数据。	

排序表数据

v3.0.x

1245



列排序：单击表格中表头字段右侧的倒三角图标，支持按升序、降序或不排序对数据进行排序。

拖拽排序：选中任一需要移动的行/列，拖动至需要移至的行/列处。

设置列格式

方式一：选中整列或单个单元格，右击选择设置列格式。在弹出的列设置弹窗中按需进行设置。
方式二：选中整列或单个单元格，单击上方设置列格式按钮。在弹出的列设置弹窗中按需进行设置。

说明：

仅支持列格式配置，不支持单个单元格格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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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公式到单元格	选中单个表格/列/全表，显示当前选中项的值/公式。单元格中支持的公式，可参见公式列表。	

	

v3.0.x

1247

https://formulajs.info/functions/


导出表格	单击上方的“导出”按钮，将当前表导出为	xlsx	或	csv	格式并自动下载至本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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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顶部操作栏罗列了小程序的基本操作，你可以在顶部操作栏设置全局变量、保存、预览、发布小程序。

变量管理

概述

用于展示和管理小程序的变量，每个小程序独享一套变量且均为全局变量，小程序之间不共享变量。

在	小程序开发	模块的编辑模式中，单击“变量”，可对全局变量进行增删改查等操作。

示例

新增一个全局变量，且将该变量应用至小程序中。

1.	 在	小程序开发	模块的编辑模式中，单击“变量”，并新增一个全局变量，如，	A=test	。

2.	 在画布中拖入任一可绑定变量的组件，并配置其文本属性为已定义的变量。

3.	 单击	预览，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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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行小程序

当你编辑好小程序的全部信息，想要尝试运行一下你创建的小程序。	点击预览，即可打开小程序模拟运行界面。	

这个界面将展示用户实际打开小程序时面对的内部交互页面，你可以在该页面验证你的配置是否生效。	同时，当你点击提交
后，我们将会带着你填写的参数，向机器人发送流程运行命令。	

发布小程序
当小程序已经编辑完毕，你想要将小程序发布到控制台上，点击发布按钮。	发布前，系统将会校验你的小程序是否存在编译
错误。	若有，则系统会提示你错误信息，请根据错误信息修改错误的配置信息.

全部信息通过编译后，系统将自动检测当前小程序在控制台对应资源组中被发布的最新版本，你可以在已有版本基础上叠加
版本，最新版本号上填写的版本即为本次发布版本。	版本号可以向上叠加，但不允许小于当前版本号。	填写完全部数据后，
点击发布，系统将会自动保存当前版本并将小程序发布至控制台。	发布成功后，将会提示成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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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小程序
打开云扩小程序，点击“我的小程序”菜单。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所有您被授权的小程序。

使用小程序：通过点击	 ，即可打开小程序使用。

复制小程序链接：通过点击	 ，即可复制小程序的	URL	链接，并可通过	URL	链接访问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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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扩	ViCode	云码

产品概述

云扩	云码（Encoo	ViCode)	是一个面向企业管理者和业务人员的在线全栈式低代码应用平台。使用	ViCode，用户能够在不编
写代码的情况下帮助企业快速搭建出个性化、丰富的自定义业务应用，这些应用连接到存储在任一底层数据平台、各种联机
或本地数据源中的业务数据，助力企业实现一站式数字化管理。

产品优势

串联一切	|	打通企业内外数据孤岛

丰富的数据连接器
支持可视化配置以访问通用数据存储

敏捷开发	|	专为基础开发者量身定制

仅需掌握	Excel	Formula、脚本或	SQL,	即可使用	ViCode	创新简洁的	UI	设计器
通过基本	CRUD	操作和数据模型设计，快速构建专属于您的应用程序
打造业务与技术深度协作的终极敏捷形态

ViCode+RPA+AI	无缝结合	|	打造企业级超级应用开发和管理平台

集成云扩全套	RPA+AI	产品
借助	RPA	流程化、自动化、非侵入式特点
结合云扩自研或第三方（如，微软）AI	服务接口
充分利用	OCR/NLP	等顶级	AI	能力
提供高性能、高实用、高扩展的超级应用开发平台

产品主要功能

云扩	ViCode	的主要功能如下：

序号 适用角色 产品模块 描述

1 管理员/开发者 应用管理 用于设计开发、审核应用。

2 普通用户 我的应用 用于使用已开发完成且发布了的应用。

应用场景
部门级小应用

因为零代码系统带来的易用性和免除代码开发的特点，用户企业可以由业务部门的非开发人员直接搭建或者主导一引起简单
的小应用，在统一的应用管理能力下，同时也能防范影子	IT	问题。

流程自动化应用

为实现流程自动化而构建的应用，基于自动化的工作流，可以打通过去需要人工协调的断续工作流程，例如，订单、交付和
发票的自动衔接;	基于时间触发的检查单生成、设备维保提醒、合同到期提醒等。

核心业务管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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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系数据结构，不同行业围绕核心业务构筑的核心业务管理系统，例如，流通业的进销存，制造业的生产执行、物料管
理、设备管理，现代服务业的项目管理，教育行业课程管理等。这些场景的替代方案可以是购置专门的套装软件产品，也可
以诉诸定制开发。

利用	API	接口写入数据并构筑管理看板

从多个异构系统抽取数据，沉淀到统一的数据跳台，并结合本产品的自定义仪表盘功能构筑管理驾驶舱的应用需求，这个应
用场景用另外一种方式替代了	BI+ETL	的方案，主要用于	IT	服务管理。

产品入口与试用
云扩	ViCode	访问入口：云扩	RPA	控制台	>	ViCode	管理，与控制台共享一套账户。

云扩	ViCode	试用：云端版目前仅供云端企业版用户使用，如需试用，请联系我们的销售人员（致电：400-639-2198）。

与其他云扩产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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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管理
进入	应用管理，你可以看到当前部门下的所有已创建的应用。你可以选择切换	部门，查看不同部门下的应用。

新增应用

选择“应用管理”菜单	，进入应用管理列表页面，单击“+新增”，在弹出的“新增应用”弹框中，创建应用。

查看应用

应用列表将展示所有已创建的应用及应用当前状态。

说明：

启用的应用将会标记它当前启用的版本号。

查看应用详情
点击应用名称，即可打开应用详情相关信息。在应用详情页面，你可以查看应用的“版本信息”及“数据权限信息”。

版本管理：展示当前应用的版本历史信息。当前启用版本会在版本号处显示“当前”标记，你也可以在详情页试用应用当
前版本。

说明：

禁用应用因未被上架，所以不存在当前启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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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权限配置：展示当前应用的所在部门的权限信息。

启用应用
启用应用，指当前应用已被上架，部门下用户可以通过访问“应用中心	>	我的应用”，查看并运行使用该应用。对于	停用	状态
的应用，你可以通过应用列表或详情页中的“启用”按钮，启用应用。

说明：

当应用在列表中被启用时，默认启用应用内最新版本。
当应用在详情页中被启用时，默认启用当前详情页中的选择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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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应用

停用应用，指当前应用为下架状态，用户不可见。对于	启用	的应用，你可以在和你可以通过列表页或详情页中的“停用”按
钮，停用应用。

删除应用
你可以选择删除单个版本或整个应用。

当删除整个应用时，应用下的所有版本将被删除，应用的原始开发包也将被删除。

当删除单个版本时，需在应用详情的“版本管理”中选择对应的版本进行删除。

说明：

处于“当前”启用状态的版本，无法删除。

编辑应用

进入已创建应用的编辑模式，详情请参见	应用开发模式。

复制应用
复制当前已创建的应用，以方便开发者克隆一个完全一样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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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开发模式
开发者可以在该模式下，通过应用的零代码开发功能设计与开发应用，并对应用进行预览、保存与发布操作。

应用开发模式入口

打开站点，单击“应用管理”菜单，在进入的应用列表页面的操作栏中，选择“编辑”选项，即可设计与开发当前应用。

应用开发模式简介

应用编辑器，根据布局分为如下几部分，分别是

1.	 菜单导航栏：ViCode编辑模式由以下几个区域组成。

大纲页面：管理应用内的页面、数据源和代码。
设置页面：管理应用的全局设置。
全局变量页面：展示和管理应用的变量。
数据页面：管理应用中的数据源，包括	SQL	和	Restful	API。
代码页面：管理应用中的代码，包括	JavaScript	代码。
连接器映射关系页面：配置测试连接器与生产连接器的映射关系。

2.	 目录树区域：在开发应用过程中用到的页面、数据源、代码等大纲目录。
3.	 组件库区域：通过选择不同的组件，创建页面元素，开发应用。
4.	 模拟界面（即，画布区域）：用于向用户展示编辑的界面样式，用户可以在模拟界面选中/拖拽移动/删除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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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

在模拟界面中，键盘按下空格键时，鼠标呈现一只小手形状的手势，可以拖拽画布。

5.	 属性区域：用于组件对本身的属性进行设置，不同组件拥有不同的属性栏。属性栏将根据模拟界面选中的组件进行切
换。

6.	 顶部导航：用于预览、发布、设置主题等全局性的应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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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顶部操作栏为应用的基本操作，你可以在顶部操作栏切换展现形式、设置主题、保存、预览、发布应用。

布局展示

ViCode	应用支持	Web	端和移动端的页面布局的自适应展示。

主题管理

可以选择主题进行应用的美化。

在顶部导航区域，单击“主题”图标后，可对主题进行选择，默认主题为第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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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行应用

当已编辑完应用的全部信息，想要尝试运行一下你创建的应用。点击“预览”，即可打开应用模拟运行界面。

这个界面将展示用户实际打开应用时面对的内部交互页面，你可以在该页面验证你的配置是否生效。

发布应用
当应用已经设计开发完毕，你想要将应用发布到控制台上，点击“发布”按钮，系统将会自动保存当前版本并将应用发布至控
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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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配置
点击左侧基本设置菜单栏，即可切换到应用页面配置面板。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当前应用的所有页面及页面配置的组件信息。	当页面被选中，模拟界面会立即渲染当前页面的样式。你可
以单击选中页面，切换模拟界面显示。

新增页面
点击新增按钮，即可在应用内添加一个空白页面。	新增页面时需要给页面命名，你可以输入中文，英文，数字。应用内页面
不能重名。	输入正确的名字后，点击回车即可创建页面。

说明：

新增完成的页面，可在右侧“事件”栏中，为其新增事件，如，页面进入或页面离开时，触发某一操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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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页面名称

若你想要修改页面名称，将鼠标移到页面上方，点击鼠标右键，选择重命名，即可重命名页面。	重命名输入规则与新增页面
一致。

设置首页
新建应用时，系统将自动创建一个空白页面并标记为首页（标记见图）。	你可以将应用内任意页面设置为首页，操作方式
为：选中页面	-	右键	：设为首页，当首页标记移动到被设定页面后，即说明首页设置完成。	首页将作为使用者打开该应用到
达的第一个页面，且首页不可删除。

删除页面

若你想要删除页面，选中页面点击删除按钮或鼠标移动到页面上方，右键选择删除，即可删除页面。

说明：

首页不可删除，若想删除当前首页，请先设定别的页面为首页，再删除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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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页面

若希望复制当前页面，选中当前页面右键选择"复制"选项，即可复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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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页面
单击左侧设置菜单栏，即可切换到应用基本设置面板。

你可以在这里对应用的名称、图标、布局、简介等进行编辑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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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管理

概述

用于展示和管理应用的变量，每个应用独享一套变量且均为全局变量，应用之间不共享变量。

在	应用开发	模块的编辑模式中，单击“变量”，可对全局变量进行增删改等操作。

示例

新增一个全局变量，且将该变量使用至应用中。

1.	 在	应用开发	模块的编辑模式中，单击“变量”，并新增一个全局变量，如，	A=test	。

2.	 在画布中拖入任一可绑定变量的组件，并配置其文本属性为已定义的变量。

3.	 单击	预览，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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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管理
数据源管理页面用于管理并配置应用内的数据源的使用权限。目前支持	SQL、Restful	API、数据表三种类型的数据源。

添加数据源入口

方式一：在“应用开发”的编辑页面中，单击“数据源”图标，即可进入数据源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方式二：在“应用开发”的编辑页面中，单击“大纲”图标后，即可进入“数据源”选项页面，如下图所示。

v4.0.x

1270



添加数据源

单击左侧页面右上角的“+”图标，可新建一个	SQL、Restful	API、数据表数据源。

添加	SQL	数据源

添加	SQL	数据源，即，执行	SQL	语句。

说明：

支持	Mysql、Oracle	数据库。

1.	 在数据源页面，单击“新增”图标，选择“SQL”，可自定义SQL数据源名称。
2.	 在页面右侧弹框中，输入各参数。

资源：下拉选择在	云扩	RPA	控制台	>	数据中心	>	连接管理	中已创建的数据连接。也可在下拉框中单击“+新建连
接”，根据向导进行新建数据库连接。
SQL：输入需要对已选择的资源进行执行的	SQL	语句。
参数：（可选）根据需要，填写对	SQL	语句中需要用到的参数进行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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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写完成的	SQL	语句，单击“运行”按钮，可测试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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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保存”按钮，编写完成的代码将保存至数据源管理页面。

添加	RestfulAPI	数据源

添加	Restful	API	数据源，即，调用	RestfulAPI	接口对资源进行	CRUD	操作。

1.	 在数据源页面，单击“新增”图标，选择“RestfulAPI”，可自定义RestfulApI数据源名称。
2.	 在页面右侧弹框中，输入各参数。

资源：下拉选择在	云扩	RPA	控制台	>	数据中心	>	连接管理	中已创建的	RestfulApi	连接。也可在下拉框中单击“+新
建连接”，根据向导进行新建	RestfulApi	连接。
请求：下拉选择请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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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从服务器取出一项或多项资源。
POST：在服务器新建一个资源。
PUT：在服务器更新资源（客户端提供改变后的完整资源）。
PATCH：在服务器更新资源（客户端提供改变的属性）。
DELETE：从服务器删除资源。

Uri	Query：基于	URI	的路径信息。
Headers：填写对应	Headers	信息。
Body：返回请求内容的数据编码格式。

JSON：返回	JSON	格式。
RAW：返回未经加工的	RAW	图像格式。
x-www-form-unlencoded：返回	url	格式的编码，如，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Form	Data：返回基于	post	方法来传递数据的格式，具体的是以一个	boundary	=${boundary}来进行分割。
binary：返回二进制格式。

Cookie:	填写需要用到的	cookies	参数。
返回结果执行：输入对返回的结果进行处理的	JS	代码。
参数：填写需要调用的参数的名称和值。

3.	 单击“测试”按钮，测试接口返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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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保存”按钮，编写完成的代码将保存至数据源管理页面。

添加数据表数据源

1.	 在数据源页面，单击“新增”图标，选择“数据表”，可自定义数据表数据源名称。
2.	 在页面右侧弹框中，输入各参数。

资源：选择创建数据表时自定义的数据连接器名称。
操作：下拉选择操作类型，支持新增数据、更新数据、删除数据、查找数据四个操作。
指定行：仅当更新数据、删除数据和查找数据时，出现“指定行”字段，表示指定为第几行的数据进行操作。
字段赋值：仅当新增数据、更新数据时，出现“字段赋值”字段，表示为指定的字段进行赋值。

3.	 单击“保存”按钮，保存已配置的信息。

4.	 单击“测试”按钮，可在下方查看运行结果。

编辑数据源

在已添加的数据源列表中，选择需要修改的数据源列表，单击右侧页面的“编辑”按钮，可修改数据源。

删除数据源

单击左侧页面右上角的“删除”图标，可删除已创建且选中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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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数据源

在左侧页面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需要搜索的数据源名称，可搜索数据源列表。

查看并配置数据源权限

选择任一数据源列表，在右侧“权限信息”选项卡中，可查看并配置该数据源的权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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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管理
代码管理页面用于管理应用内的代码组件。目前支持执行	JavaScript	代码。

添加代码入口

方式一：在“应用开发”的编辑页面中，单击“代码”图标，即可进入代码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方式二：在“应用开发”的编辑页面中，单击“大纲”图标后，即可进入“代码”选项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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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JavaScript	代码

1.	 单击左侧页面右上角的“+”图标，可新建一个需要执行的代码。

2.	 在页面右侧弹框中输入需要执行的	JavaScript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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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输入	JavaScript	代码时，会自动提示并高亮代码。

3.	 编写完成的代码，单击“运行”按钮，可测试查看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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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保存”按钮，编写完成的代码将保存至代码管理页面。

编辑代码

在已添加的代码列表中，选择需要修改的代码列表，单击右侧页面的“编辑”按钮，可修改代码。

删除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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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左侧页面右上角的“删除”图标，可删除已创建且选中的代码。

搜索代码

在左侧页面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需要搜索的代码名称，可搜索代码组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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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映射关系管理
连接器映射关系管理用于配置测试连接器与生产连接器的映射关系，当应用上架时，系统会根据当前版本的应用所配置的映
射关系，将数据源中的测试连接器自动映射为生产连接器。当该版本应用下架时，则将数据源中的生产连接器自动映射为测
试连接器。

在“应用开发”的编辑页面中，单击“连接器”图标，即可进入连接器映射关系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示例
1.	 单击页面中的“编辑”按钮后，可编辑页面信息。
2.	 单击页面中的“添加”按钮，选择开发环境的测试连接器与生产环境的生产连接器进行匹配。

说明：

下拉选择框中的连接器，是事先在“云扩RPA控制台	>	数据中心	>	连接管理”中创建且在“应用开发	>	数据”中创建
对应的数据源。

3.	 单击“保存”按钮，即可保存已配置的连接器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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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件库
在页面设置的下方可以找到组件栏。	组件是页面的组成部分，每个页面功能由一个或多个组件拼凑而成。你可以通过拖拽或
双击组件的方式将组件添加到当前页面。组件在页面内可以叠加多次使用，新添加的组件将自动添加在页面已有组件下方。	

组件库中的组件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全局组件：你在某一页面内添加了一个全局组件，意味着整个应用内的所有页面将共享该全局组件。
布局组件：布局组件用于定义应用的布局，有助于在应用中定位组件。
模块组件：模块组件仅添加在当前页面，每个模块组件将携带一些基本配置，用于快速生成页面展示及功能。
输入组件：输入组件包括选择器、文件上传、开关等，实现人机交互。
展示组件：显示组件包括图片、文本，主要实现页面显示。

添加组件
你可以选中页面，打开组件栏，拖拽组件至页面内，或双击组件，组件将自动添加至当前选中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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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组件

在应用的编辑界面，有如下几种方式可删除组件。

说明：

被删除的组件无法复原，只能重新生成，请谨慎操作。

方式一：选中组件，单击组件导航中的“删除”图标。

方式二：在大纲页面中，选中组件名称，右击选择“删除”选项。

方式三：选中组件，单击键盘上的“Delete”键。

复制组件

在应用的编辑界面，有如下几种方式可复制组件。

方式一：选中组件，单击组件导航中的“复制”图标。

方式二：在大纲页面中，选中组件名称，右击选择“复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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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导航
该组件为全局组件,	用于为应用添加一个左侧导航栏。

属性

配置

显示

应用名称：可以选择是否在导航栏显示应用名称。
尺寸

宽度：可以通过调整数字大小来调整组件宽度。
栏目：可为导航添加/删除/排序菜单，添加后的菜单将会渲染在模拟界面内。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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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全局组件	下的	左侧导航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选中该组件，在右侧属性栏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栏目：输入菜单名称“Test”。
4.	 在模拟界面中选中单个菜单，在右侧属性栏为菜单添加显示图标，并为菜单绑定对应跳转的页面。

说明：

当菜单绑定的跳转页面为空或不存在时，点击菜单后，应用将停留在当前页面。

5.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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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导航
该组件为全局组件，用于为小程序添加一个顶部导航栏。

属性

配置

显示

小程序名称：可以选择是否在导航栏显示小程序名称。
栏目：可为导航添加/删除/排序菜单，添加后的菜单将会渲染在模拟界面内。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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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全局组件	下的	顶部导航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选中该组件，在右侧属性栏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栏目：输入菜单名称“Test”。
4.	 在模拟界面中选中单个菜单，在右侧属性栏为菜单添加显示图标，并为菜单绑定对应跳转的页面。

说明：

当菜单绑定的跳转页面为空或不存在时，点击菜单后，应用将停留在当前页面。

5.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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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视图相当于容器，视图中可以包含组件和其它视图。视图提供了以简单直观的方式在其中放置组件的功能。

说明：

不同视图上的组件，支持单击选中组件并拖拽至不同的视图下，以改变组件的层级。

属性

配置

方向（横向/纵向）：该视图内的控件的排列方向。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布局组件	下的	视图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设置以下属性来查看边框样式。

边框色：#d0021c
边框样式：双实线、线型大小选择	5

4.	 添加一些按钮、文本、图片等组件该视图上，然后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如何根据屏幕变化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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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栏布局
分栏布局组件支持横向添加多个栏，是其他组件的容器，用于设置各组件在应用页面的相对布局位置。

说明：

如果想实现纵向分栏，直接拖动多个容器组件至页面，便可实现纵向添加多个栏。

属性

配置

列比例：设置自定义分栏数量。横向分栏支持最多有12个栏。
布局：设置栏内所有组件相对该栏的对齐方式。
移动端：选择适合移动端的布局方向，如，上下、左右。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布局组件	下的	分栏布局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列比例：6：6。
布局：对齐方式选择居中。

4.	 在分栏的容器内，分别拖入一个图片组件。

5.	 单击	预览，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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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使用该组件，可自定义并查看该列表中的所有列表项。

属性

配置

数据源：列表中的数据。
数据源Key：列表中数据的主键。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布局组件	下的	列表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数据源：如，	3[{"id":"1","name":"Item	1"},{"id":"2","name":"Item	2"},{"id":"3","name":"Item	3"},{"id":"4","name":"Item

4"},{"id":"5","name":"Item	5"}]	。
数据源Key：如，	id	。

4.	 单击	预览	并输入数字，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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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表格组件用于展示和操作一个数据列表。

属性

配置

数据源：表格中的数据。
数据源Key：表格中的数据的主键。
固定：开启后，固定列位置，使得每列宽度相等。
显示加载中：开启后，支持加载动效。
展示列：展示选中表的所有列，列名及展示名。</br>支持勾选”隐藏/显示“图标，	显示代表在界面内显示该列，隐藏代
表不显示该列。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选择“操作”单列，可对“操作”列进行配置表格操作及新增事件与行为。

表格操作：支持对表格的内容进行新增、编辑、删除、查看详情的操作。</br>勾选“隐藏/显示”图标，	显示代表在界面
内显示该操作，隐藏代表不显示该操作。其中”删除“按钮不支持关联其它页面，其它按钮支持关联其它需要打开的页
面。
筛选：为表格配置一个或多个筛选项，支持按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为空、不为空对条件列进行筛选。
排序：为表格设置一个或多个排序规则，支持升序和降序排序。

示例

添加表格组件

1.	 在页面区域单击选中需要添加表格组件的页面。
2.	 在组件区域双击或拖拽模块组件中的表格组件至当前选中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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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表格组件。

数据源：	[{"id":"1","name":"小田","entryDate":1534942658570,"salary":35000},{"id":"2","name":"小

格","entryDate":1534942658570,"salary":25000}]	。
数据源Key：	id	。
展示列：自定义每列需展示的字段。

配置表格列

1.	 选中表格组件中的单个表头字段，如，“操作”列，可在页面右侧对表格字段列的参数进行配置。

“配置”选项：

列类型：选择任一列类型，如，“按钮”。
列名称：填写列类型对应的名称，如，“查看”。

“事件”选项：

触发：单击“新增事件”。
事件：选择触发的事件，如，“点击单元格”。
行为：选择触发的事件行为，如，“执行JS”。

2.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说明:

支持拖动单个表头字段，对表头字段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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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页
实现多个页面分页跳转。

属性

配置

当前页码：当前跳转至的页码编号。
最大页码：总共的分页数。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模块组件	下的	分页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当前页码：输入当前页码的值，如，	3	。
最大页码：输入总共需展示的页面数，如，	4	。

4.	 单击	预览	并输入数字，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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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用户单击或点击后可与应用进行交互的组件。

属性

配置

文本：在组件上显示或用户键入到组件中的文本。
显示加载中：开启后支持加载动效。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按钮”、“主按钮”、“警示按钮”、“文字按钮”，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下面是一个单击按钮后跳转至指定页面的例子。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按钮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文本：输入显示文本“链接至指定页面”。
事件：新增一个“点击”事件。
行为：新增一个“跳转到指定页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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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预览	并单击“链接至指定页面”按钮，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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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选框
用户可选择或清除以将其设置为	true	或	false	的组件。

属性

配置

文本：在组件上显示或用户键入到组件中的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复选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文本：输入显示文本“男”。
4.	 单击	预览	并勾选复选框，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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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框
显示了多个选项，用户每次可以从其中选择一个。

属性

配置

默认值：用户更改前的组件值。
选项：输入组件的值。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
顺序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此组件可触发的事件为“值变化”。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单选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设置以下属性来查看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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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如何根据屏幕变化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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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器
一个列表，在用户不将其打开的情况下，该表仅显示第一项。

选择器	组件可以节省屏幕的实际使用空间，尤其是在列表包含大量选项时。此组件仅占用一行空间，除非用户选择箭头符号
来显示更多选项。

属性

配置

多选：开启后，支持多选。
占位符：下拉选择框未选择列表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默认值：只可从已设定的选项中选择一个默认选定项作为初始值。
显示加载中：
选项：表示选定项的数据记录。展示值是在组件中显示的数据列，输入值是组件中显示的项的数据源。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选择器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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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以下属性来查看显示效果。

4.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如何根据屏幕变化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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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入框
用户可其中键入数字数据的框。

属性

配置

占位符：输入文本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
顺序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该组件可鉵发的事件，包括“值变化”和“按键按下”。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数字输入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占位符：输入显示文本“请输入	0-9	的数字！”
4.	 单击	预览	并输入数字，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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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文本框
用户可其中键入多行文本、数字和其他数据的框。

属性

配置

占位符：输入文本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最大长度：最大可输入的字符数。
展示字数：在组件的右下角显示字数统计信息。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事件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多行文本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设置以下属性来查看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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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预览	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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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输入框
用户可其中键入文本、数字和其他数据的框。

属性

配置

占位符：输入文本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文本输入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占位符：输入显示文本“请输入文本内容！”。
4.	 单击	预览	并输入文本内容，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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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输入框
用户可在其中键入密码的框。

属性

配置

占位符：输入密码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密码输入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占位符：输入显示文本“请输入密码！”
4.	 单击	预览	并输入数字，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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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选择框
用户可单击或点击以指定时间点的控件。

属性

配置

格式：组件显示时间和用户指定时间所使用的文本格式。
占位符：输入文本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时间选择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格式：下拉选择时间格式，如，	HH:MM:SS	。
4.	 单击	预览	并选择指定时间点，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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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选择框
用户可单击或点击以指定日期的控件。

属性

配置

格式：组件显示日期和用户指定日期所使用的文本格式。
可选日期区间：用户可将日期选择框组件的值设为在某一个日期区间可选。
占位符：输入文本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日期选择框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设置如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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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下拉选择日期格式，如，	YYYY/MM/DD	

可选日期区间：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分别为		2021/01/01		和		2021/12/31	
4.	 单击	预览	并选择指定日期，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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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传
文件上传	组件用于将指定文件上传至控制台中的文件服务中。支持上传扩展名为	rar、zip、doc、docx、pdf、jpg	等类型的文
件。

属性

配置

占位符：输入文本输入框为空时其中显示的浅灰色文本。
上传路径：选择需要上传至控制台中“文件服务”中的指定文件夹中。
允许上传文件数量：自定义允许上传的不同文件的个数。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文件上传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单击	预览	并上传文件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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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
用户可通过移动其句柄打开可关闭的组件。

属性

配置

默认值：组件运行时的默认值。
开启文字：组件开启状态时显示的文字内容。
关闭文字：组件关闭状态时显示的文字内容。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输入组件	下的	开关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设置以下属性来查看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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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如何根据屏幕变化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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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一个框，显示文本、数字等数据。

属性

配置

默认值：用户更改组件前的初始值。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展示组件	下的	文本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默认值：输入文本内容“欢迎光临！”。
4.	 单击	预览，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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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显示来自本地文件或数据源等来源的图片的组件。

属性

配置

图片地址：图片的访问地址。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展示组件	下的	图片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文本：输入图片的来源地址“https://www.html.cn/newimg88/2016/03/viewport.jpg”。
4.	 单击	预览，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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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
使用IFrame组件可以引入外部的页面。

属性

配置

地址：需要引入外部网页的网址。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展示组件	下的	IFrame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地址：输入需要引用的外部网页的地址“https://www.encoo.com”。
4.	 单击	预览，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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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可以为其配置外观和行为属性的图标。

属性

配置

图标：要显示的图标。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顺序
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展示组件	下的	图标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选中该组件，在右侧属性栏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图标：任选一个图标，单击“确定”按钮。
4.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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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该组件实现音频或视频的播放，每个组件支持连接一个MP4格式的音频或视频文件地址。

属性

配置

视频地址：填写音频或视频的当前位置或地址。
控件：音频或视频播放器是否显示播放按钮和音量滑块等组件。
循环播放：当音频或视频文件播放结束时，是否再继续循环播放。
视频预览图：填写音频或视频的预览图的地址。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尺寸：设置组件的宽度和高度。支持按像素（px）、百分比（%）、视口高度(vh)、视口宽度（vw）、自动（auto）进行
缩放。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触发：通过单击“新增事件”按钮，新增事件及对应的行为操作。

说明：

一个组件可以定义多个不同事件，一个事件可以包含多个相同或不同的行为，多个行为组成一个动作流并按
顺序自上而下依次运行。
该组件支持的事件，包括开始播放、暂停播放、播放完成。

示例

播放音频或视频文件。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展示组件	下的	视频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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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地址：输入视频的来源地址“https://encoo-websit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video/officialwebsite.mp4”。
4.	 单击	预览，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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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图
可纵向显示的多系列对比柱形图。

属性

配置

图表名称：自定义图表的名称。
数据源：通过编写表达式，设置柱状图表中数据的来源。
x轴：可选择一个属性的数据作为X轴坐标轴。
堆叠：堆积柱形图。
柱体配置：配置每类柱形图显示的具体参数。
描述：对自定义的图表的说明。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高：设置组件的高度。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图表组件	下的	柱状图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选中该组件，在右侧属性栏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图表名称：自定义图表的名称，如，“分组柱状图”。
数据源：编写一段数据源的数据，如，		[{"name":"London","month":"Jan.","value":18.9,"averageAge":18},
{"name":"London","month":"Feb.","value":28.8,"averageAge":38},

{"name":"London2","month":"Mar.","value":30,"averageAge":23},

{"name":"London","month":"Mar.","value":39.3,"averageAge":43},

{"name":"London","month":"Apr.","value":81.4,"averageAge":50},

{"name":"LondonA","month":"Jan.","value":18.9,"averageAge":68}]	

x轴：选择可以作为x轴显示的字段，如，	name	

柱体配置：新建两个柱体，分别为score01、scor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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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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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图
用包含	x	轴和	y	轴的图显示数据的组件。

说明：

折线图的特点：将每项的数值在图中用点标记，然后用线连接起来，不但可以表示出数据的多少，还能清楚的显示数
据的变化趋势。

属性

配置

图表名称：自定义图表的名称。
数据源：通过编写表达式，设置折线图中数据的来源。
x	轴：可选择一个属性的数据作为	X	轴坐标轴。
折线配置：配置每类折线图显示的具体参数。
描述：对自定义的图表的说明。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高：设置组件的高度。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图表组件	下的	折线图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选中该组件，在右侧属性栏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图表名称：自定义图表的名称，如，“折线图”。
数据源：编写一段数据源的数据，如，		[{"name":"London","month":"Jan.","value":18.9,"averageAge":18},
{"name":"London","month":"Feb.","value":28.8,"averageAge":38},

{"name":"London2","month":"Mar.","value":30,"averageAge":23},

{"name":"London","month":"Mar.","value":39.3,"averageAge":43},

{"name":"London","month":"Apr.","value":81.4,"averageAge":50},

{"name":"LondonA","month":"Jan.","value":18.9,"averageAge":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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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轴：选择可以作为	x	轴显示的字段，如，	month	。
折线配置：新建两个折线，分别为	score01、score02。

4.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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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状图
用于统计数据占比的统计图。

说明：

饼状图的特点：用一个整圆表示总数，每个环段表示各类数据占总数的百分比，可以很清楚地表示各类别数据同总数
之间的比例关系，比例总和100%。

属性

配置

图表名称：自定义图表的名称。
数据源：通过编写表达式，设置饼状图表中数据的来源。
饼图类型：选择饼图的类型，支持环形图、饼图。
扇形描述字段：选择一个属性的数据作为数据分组。
扇形比例值字段：分组后数据的统计数值。
聚合方式：选择数据的统计方式，支持计数、累加、平均数、不聚合、最大值、最小值。
描述：对自定义图表的说明。
边距：勾选“外边距”后，可调整该组件距离上下左右外边框的距离。
高：设置组件的高度。

样式

隐藏：组件显示还是隐藏。
禁用：组件禁用还是启用。
样式：可选择“默认样式”，当调整字体、外观、边距时自动显示为“自定义样式”。
文字：设置组件的字体大小、颜色、样式及格式。
外观：设置组件的外观样式。
鼠标手势：当鼠标悬停于该组件上时，显示的鼠标光标的形状。

鼠标手势选项	|	描述	---------|----------	default	|	默认光标（通常是一个箭头）。	text	|	此光标指示文本。	pointer	|	光标呈现为
指示链接的指针（一只手）。	not-allowed	|	禁止标记(一个被斜线贯穿的圆圈)光标。用于标示请求的操作不允许被执行。
help	|	此光标指示可用的帮助（通常是一个问号或一个气球）。	move	|	此光标指示某对象可被移动。	progress	|	带有沙漏
标记的箭头光标。用于标示一个进程正在后台运行。	grab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某些东西。	grabbing	|
光标呈现为一只手的形状，表示可以抓取住某些东西。	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右（东）移动。	n-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北）移动。	ne-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右移动（北/东）。
nw-resize	|	此光标指示矩形框的边缘可被向上及向左移动（北/西）。	none	|	没有为元素呈现光标。

透明度：设置该组件的透明度，值越低越透明。

事件

示例
1.	 进入	应用开发	的编辑模式。
2.	 从左侧组件面板中选择	图表组件	下的	饼状图	组件，拖拽至画布中。
3.	 选中该组件，在右侧属性栏为该组件配置如下属性。

图表名称：自定义图表的名称，如，“基础饼图”。
数据源：编写一段数据源的数据，如，		[{"type":"Class01","value":27},{"type":"Class02","valu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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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Class03","value":18},{"type":"Class04","value":15},{"type":"Class05","value":10}]	

饼图类型：下拉选择饼图类形，如，“环形图（donut）”。
扇形描述字段：选择需要展示的扇形的字段，如，	type	。
扇形比例值字段：选择分组后数据的统计数值，如，	value	。
聚合方式：选择数据的统计方式，如，	累加（sum）	。

4.	 单击	预览	，查看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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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件与行为
当拖动任一组件至编辑区域时，在每个组件的右侧，通常有“事件”这个选项卡，可为组件按如下步骤设置其触发事件与行为
的操作。

空操作：即，不执行任何操作。
跳转到指定页面：跳转至指定的页面。
跳转回上一页：返回上一个页面。
更新变量：更新变量的值。
执行JS：运行指定的JS代码组件。
执行数据源：运行指定的数据源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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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
数据表是以行形式展示的表格形式的信息，用户可以在数据源中通过开发引用该表来显示并操作表数据。

新增/导入数据表

新增数据表

进入	ViCode	应用的开发模式，选择“数据表	>	新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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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创建数据表”弹框中，按需填写数据表信息。

表格名称：自定义数据表名称。
备注：为自定义的表格名称添加描述类信息。
连接器名称：自定义连接器名称。
开发环境：下拉选择环境类型，支持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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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数据表的创建，在左侧数据表列表中可查看。

导入数据表

进入	ViCode	应用的开发模式，选择“数据表	>	导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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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表。

说明：

需要导入的数据表可以是已导出的数据表，也可以是自定义的	excel	或	csv	格式的表格文件。

v4.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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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打开”，在页面右上角会出现	"导入成功"	提示。

数据表的基本操作

数据表的基本，包括对已创建完成的数据表进行数据表名的增、删、改、查，以及对数据表进行授权等操作。

搜索数据表

在数据表列表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数据表名称进行搜索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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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数据表名

右击需要修改的数据表，选择“重命名”选项，可对数据表进行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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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数据表基本信息

单击数据表页面中的“基本信息”选项，可查看已创建的数据表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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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配置数据表权限

单击数据表页面中的“权限管理”选项，可对当前数据表进行权限设置。

删除数据表

方法一：选择需要删除的数据表，单击数据表列表右上方的“删除”图标，可删除当前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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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选择需要删除的数据表，右击选择“删除”选项，可删除当前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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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数据操作

表数据操作包括对已创建数据表中的数据进行编辑及设置等操作。

新增行/列

方式一：通过单击表格中最底端和最右端的	"	新增”图标，可在末行或末列增加一个空行或空列。

方式二：通过在表格中右击菜单选择“插入行”或“插入列”选项，可插入一个空行或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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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粘贴行/列

当需要复制某个单元格或某个区域的内容时，可选择需要复制的区域右击选择“复制”选项，到需要粘贴的区域右击选择“粘
贴”选项。

说明：

也可以直接使用快捷键	Ctrl+C	复制和	Ctrl+V	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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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列宽

通过拖拽列间的表格线，可调整该列的宽度。

拖拽覆盖单元格数据

选择单元格，当光标变成上下左右箭头时，可向上下左右进行拖动时，可覆盖原单元格中的内容。

多选操作行

当需要选择多行或多列时，可按住	Shift	键，同时按下需要选择的单元格，可进行多选操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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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列格式

方式一：选择单元格或列，单击“设置列格式”选项，可对单元格或某列的值设置数据格式。

方式二：选择单元格或列，右击选择“设置列格式”选项，可对单元格或某列的值设置数据格式。

目前支持的数据格式分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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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排序数据记录

单击表头字段右侧的倒立的小三角，在弹出的框中，可对当前列进行排序和筛选操作。

排序：支持按升序/降序对数据记录进行排序。
筛选：支持按“值”或“条件”进行筛选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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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行/列

选择单个单元格或一行数据，右击选择“删除”选项，可按需删除对应的行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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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Excel/CSV

已创建完成的数据表，通过点击数据表页面中的“导出表格”选项，可按需导出	Excel	或	CSV	类型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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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应用

网页端访问“我的应用”

打开云扩ViCode，点击“我的应用”菜单。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所有您被授权的应用。

使用应用：通过点击“使用”按钮，即可打开应用进行使用。
收藏应用：通过点击“收藏”按钮，即可收藏应用。
分享应用：通过选择对应的分享方式，即可分享小程序。

企业微信端访问“我的应用”

若使用企业微信授权登录应用，才可在企业微信中查看并使用“我的应用”。

v4.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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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社区版和企业版的区别

Q:	社区版和企业版有什么区别？

A:	社区版和企业版都包含编辑器，控制台和机器人。两者差别主要在于下列几个方面：

1.	 【费用】社区版永久免费，主要供个人用户和	RPA	爱好者使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企业版收费，并由云扩科技提供企
业级实施部署及售后技术服务。

2.	 【控制台】在	RPA	控制台方面，社区版和企业版的功能有较大差异。总体来说，社区版不包含云扩科技为企业打造的大
量企业级功能：

调度队列。详情请参看	关于调度队列
流程部署。详情请参看	关于流程部署
任务记录。详情请参看	关于任务记录
角色管理和资源组管理：

关于角色管理
关于资源组

资产管理和文件服务。详情请参看	关于资产管理	和	关于文件服务
文档理解能力。详情请参看	关于文档理解

3.	 【编辑器】在编辑器中，一些项目实施帮助工具仅在企业版中提供：
OCR	相关组件。详情请参看	获取	OCR	文本
SAP	相关组件。详情请参看	登录应用
桌面控件专有相关组件。详情请参看	获取区域结构
元素探测器。详情请参看	元素探测器

4.	 【机器人】企业版机器人可以在控制台的调度下运行，社区版机器人不支持相关功能。
5.	 【云扩ViCode】云扩ViCode仅在企业版中支持。详情请参看	关于云扩小程序

控制台企业版说明
Q：控制台的云端	SaaS	企业版与私有化企业版有什么区别？

A：控制台的企业版本，主要分为云端	SaaS	企业版和私有化企业版。

私有化企业版：将控制台部署在企业内部服务器上，只对该企业提供服务。
云端	SaaS	企业版：将控制台部署在云扩的云端服务器上，对外多个企业提供服务。

获取离线产品文档
Q:	如何获取最新版本的离线产品文档？

A:	下载	产品手册（PDF）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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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解释

全局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编辑器(Studio)：编辑	RPA	应用的客户端。
机器人(Robot)：执行	RPA	应用的客户端。
控制台(Console)：管理机器人和应用，以及相关的用户和授权的	Web	应用。
云码(ViCode)：与云扩	RPA	无缝集成，为自动化流程带来全新人机交互体验。

编辑器（Studio）

项目：在编辑阶段，用于组织管理一个或多个流程的文件的集合被称为项目，项目由项目文件，流程文件，组件依赖等
内容组成。
流程：一组控件+操作按照指定顺序执行的过程。
流程图：流程图可用于各种情况，从大型项目到小型项目，你都可以在其中重复使用它。

说明：

与序列不同，流程图最重要的方面是适用于更加复杂的业务逻辑。你可以运用多个不同的逻辑运算符以更多样化
的方式简单快速地集成自动化项目。

序列：序列是最小的项目类型。它们适用于线性过程，因为它们使你能够无缝地从一个组件转到另一个组件，并可以充
当单个组件块。

说明：

序列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它们可以作为独立的自动化项目或流程图的一部分而一次又一次地被重用。

状态机：状态机是微软.NET	框架中的一种编程范式，通过状态的改变实现程序逻辑的推进,	非常适合大型项目。

组件：构成流程的基本模块。组件分为内置组件和组件市场。
内置组件：安装	RPA	程序后自带的组件，如编码模式中使用的	rpa.app.chrome.create()
组件市场（自定义组件）：用户通过工程发布后的组件（由云扩科技和合作伙伴开发的自动化组件和人工智能组
件），可以被其他工程复用

变量：变量用于存储流程执行过程的临时数据，与任何编程语言中变量的意义是一样的。

说明：

云扩	RPA	编辑器的流程执行引擎是强类型的，所以变量会有不同的类型，比如整数型、字符串型等。使用变量的
主要目的是，在流程中传递数据，比如从网页中获取到文本信息可以存入到一个变量中，进行处理之后，又被另
外一个组件使用。

参数：参数用于接受来自流程调用者的数据，与任何编程语言中函数的参数是一样的。

说明：

主流程和子流程都可以有参数，在调用这个流程的时候可以传入相应的数值，可以实现每次调用流程都传入不同
数据的目的。如果参数不是必须，可以为参数设置默认值。

属性：一个组件包含多个属性。组件操作的目标、方式等细节。
选择器：选择器是一项功能，可通过其他地址和存储为	XML	片断的属性来标识用户界面元素。完成元素标识以执行自
动化项目中的特定组件，每当我们使用与图形用户界面元素进行交互的组件时，选择器就会自动生成。
扩展：将自动化能力扩展到	web	浏览器、Java	应用程序	Citrix	虚拟应用程序和桌面等。它们支持在这样的环境中对	UI	元
素进行本机检测，以便正确地构建选择器。
市场：提供由云扩科技及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自动化组件，AI	组件及共享流程，下载后即可在编辑器内使用。云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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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组件市场、代码市场、流程市场。

OCR：在	PDF	文件、图像和纸质文档中挑出字母和符号的软件，使用户能够以数字方式编辑文档的内容。
录制：手动保存操作，自动创建业务流程。
Citrix：录制时在虚拟环境上使用该操作。
UI	元素：用户界面的一部分，如，菜单、按钮等。
非结构化数据：在非结构化系统中，没有以定义的方式组织的信息，通常由文本、日期和数字填充。

机器人（Robot）

定时任务：定时任务是一种预设任务，可以在指定时间执行指定伸缩规则，满足业务需求的同时又能控制成本。
流程库：机器人中集中管理流程的模块，包括本地流程和控制台流程。

控制台（Console）

任务：应用在指定机器人、指定时间运行的一次实例。
任务计划：由用户创建，可以指定流程、机器人和计划时间，按照计划执行的任务。
资产：用户创建的变量，用于定义各类参数及账户密码凭证，支持加密存储并供流程执行过程中进行调用。
录屏：在机器人执行任务时，对所在电脑的屏幕进行录制并保存为视频文件。
流程部署：对流程执行的目标、参数、重试、视频录制等信息进行配置。
流程包：使用编辑器“导出项目”功能导出的.dgs	形式的文件。
租户：一个租户就是一个客户，比如我们开发的产品是给	XXX	企业使用的，那该企业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户/租户，多租
户之间相互独立。
角色：可执行一特定系列操作的用户特性，角色规定了用户在某个租户中的一系列权利和特权。
共享机器人：创建并管理租户共享机器人的连接字符串，同时可对共享的机器人许可状态进行管理。
资源组机器人：创建并管理资源组专用机器人的连接字符串，同时可对资源组机器人的许可状态进行管理。
资源组：是在云扩控制台（企业版）账号下进行资源分组管理的一种机制，资源组能够帮助您解决单个云扩控制台（企
业版）账号内的资源分组和授权管理的复杂性问题，实现用户权限精细化管控。
调度队列：调度队列主要用于对机器人集群进行管理调度，实现队列中	RPA	流程任务动态分配给空闲机器人，提升机器
人及任务运行效率。
许可证：管理机器人、编辑器的使用权限。
仪表盘：仪表盘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某个指标值所在的范围。您可以直观地查看当前任务的完成程度或某个数据是否超出
预期。
审计日志：记录了控制台各用户对数据库执行的所有操作记录，通过审计日志记录，可对数据库进行故障分析、行为分
析、安全审计等操作，有效进行数据的审计与溯源。
文档理解：自定义配置并管理各类文档抽取（电子版	PDF、OCR）模板，实现大量文档信息智能抽取。
文件服务：存储并管理各类文件，包括新建文件夹、上传文件、权限管理、下载文件等。

云码（ViCode）

组件：构成应用的基本构建块，有助于构建外观丰富的应用程序。
事件：在用户与应用程序或控件进行交互时发生的触发器。每个控件都支持一个事件。
规则：允许你的应用在发生特定事件时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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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O’s	Acceptable	Use	Policy	for	ENCOO	RPA	Software-as-
a-Service	(SaaS)

Version	20210101

This	Acceptable	Use	Policy	(“Policy”)	outlines	unacceptable	use	of	ENCOO	Software-as-a-Service	(SaaS),	which	interact	with,	or
access,	the	Internet	(the	“Services”).	This	Policy	is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under	which	ENCOO	provides	the
Services	to	you.

ENCOO	may	make	reasonable	modifications	to	this	Policy	from	time	to	time	by	posting	a	new	version	of	this	document	on	the
ENCOO	website	at	the	current	URL.	Revisions	are	effective	immediately	upon	posting.	Accordingly,	we	recommend	that	you	visit	the
ENCOO	website	regularly	to	ensure	that	your	activities	conform	to	the	most	recent	version.

Questions	about	this	Policy	(e.g.,	whether	any	contemplated	use	is	permitted)	and	reports	of	violations	of	this	Policy	should	be	directed
to	support@encootech.com

The	examples	listed	in	this	Policy	are	not	exhaustive.	Prohibited	uses	and	activities	include,	without	limitation,	any	use	of	the	Services	in
a	manner	that,	in	ENCOO’s	reasonable	judgment,	involves,	facilitates,	or	attempts	any	of	the	following:

violating	any	law	of,	or	committing	conduct	that	is	tortuous	or	unlawful	in,	any	applicable	jurisdiction.
displaying,	performing,	sending,	receiving	or	storing	any	content	that	is	obscene,	pornographic,	lewd,	lascivious,	or	excessively
violent,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material	or	its	dissemination	is	unlawful.
advocating	or	encouraging	violence	against	any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group,	individual	or	property,	or	providing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or	assistance	in	causing	or	carrying	out	such	violence,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h	activity	is	unlawful.
accessing,	sending,	receiv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closing,	storing,	or	executing	any	content	a)	in	violation	of	any	copyright,
right	of	publicity,	patent,	trademark,	service	mark,	trade	name,	trade	secre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b)	in	violation	of
any	applicable	agreement,	or	c)	without	authorization.
deleting	or	altering	author	attributions,	copyright	notices,	or	trademark	notices,	unless	expressly	permitted	in	writing	by	the	owner.
transmitting	highly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an	individual	in	a	manner	that	can	be	associated	with	the	individual,	such	as
Social	Security	number,	government-issued	identification	number,	health	or	medical	information,	credit	card	or	debit	card	number,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access	codes	and	PINS,	or	date	of	birth.
obtaining	unauthorized	access	to	any	system,	network,	service,	or	account.
interfering	with	service	to	any	user,	site,	account,	system,	or	network	by	use	of	any	program,	script,	command,	or	otherwise.
introducing	or	activating	any	viruses,	worms,	harmful	code	and/or	Trojan	horses.
sending	or	posting	unsolicited	messages	or	e-mail,	whether	commercial	or	not,	a)	to	any	recipients	who	have	requested	that
messages	not	be	sent	to	them,	or	b)	to	a	large	number	of	recipients,	including	users,	newsgroups,	or	bulletin	boards,	at	one	time.
evading	spam	filters	or	sending	or	posting	a	message	or	e-mail	with	deceptive,	absent,	or	forged	header	or	sender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holding	ENCOO	or	its	affiliates	up	to	public	scorn	or	ridicule;	and/or
reselling	ENCOO’s	services,	in	whole	or	in	part,	to	any	entity	or	individual,	without	ENCOO’s	prior	written	consent,	or
misrepresenting	your	relationship	with	EN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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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政策
以下介绍上海云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扩”、“公司”、“我们”）的隐私政策，云扩非常重视对您隐私的保护，请
您仔细阅读如下声明。当您访问云扩网站或使用云扩提供的服务前，您需要同意隐私政策中具体解释的收集、使用、公布和
以其它形式运用您个人信息的政策。如果您不同意隐私政策中的任何内容，请立即停止使用或访问本网站。为了给您提供更
准确、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云扩可能会以如下方式，使用您提交的个人	信息，但云扩会以高度的勤勉义务对待这些信息。如
果您对我们的隐私保护条款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发邮件至	contact@encootech.com	与我们联系。

我们如何收集个人信息

云扩会在您自愿选择服务或提供信息的情况下收集您的个人信息（简称“个人信息”），例如您的姓名、邮件地址、电话号码
及其他身份信息等。我们有可能会保留一些用户的使用习惯信息（相关操作及数据），用于更好地了解和服务于用户。这些
数据将有利于我们开发出更符合用户需求的功能、信息和服务。我们会记录您在云扩、云扩网站、云扩学院等中的全部或部
分操作行为（键盘及鼠标输入信息），此数据会用作云扩产品优化以及数据分析应用。

我们如何使用收集的个人信息

我们利用从所有服务中收集的信息来提供、维护、保护和改进这些服务，同时开发新的服务为您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并提
高我们的总体服务品质。经您的许可，我们可能还会使用此类信息为您提供定制内容。

我们会向谁披露您的信息

用户在如下情况下，云扩会遵照您的意愿或法律的规定披露您的个人信息，由此引发的问题将由您个人承担：

事先获得您的授权；
只有透露您的个人资料，才能使云扩或其它合作商提供您所要求的产品和服务；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按照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
为维护云扩的合法权益；
您同意让第三方共享资料；
我们发现您违反了云扩公司服务条款或任何其他产品服务的使用规定。

用户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利

云扩相信用户应该对他/她的个人信息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我们将尽全力保护您对于您个人信息的查询、访问、修改、删除、
撤回同意授权、注销帐号、投诉举报以及设置隐私功能的相关权利，以使您有能力保障您的隐私和信息安全。

我们如何处理儿童的个人信息

如任何客户或用户希望或意图向我们提供或要求我们处理儿童的个人信息，请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已取得儿
童监护人的事先同意授权。对于经监护人同意而收集儿童个人信息的情况，我们只会在受到法律允许、监护人明确同意或者
保护儿童所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或公开披露此信息。

我们如何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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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我们的用户放心的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所以我们承诺对您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为此我们设置了安全程序保护
您的信息不会被未经授权的访问所窃取。所有的个人信息被加密储存并放置于专业防火墙内，我们使用	SSL	加密技术对您所
提供的个人信息传输通道进行保护，保证您的个人信息不会在传输途中被窃取。用户明确同意其使用网络服务所存在的风险
将完全由其自己承担。

Cookies	和其他浏览器技术

当用户访问云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保存用户的用户登录状态并且为用户分配一个或多个“Cookie”，使用此类技术可以帮助
您省去重复您填写个人信息、输入搜索内容的步骤和流程（示例：记录搜索、表单填写）。我们可能会利用	Cookie	及浏览器
指纹技术了解您的偏好和使用习惯，进行数据分析，以改善产品服务、推荐用户感兴趣的信息等功能。清除	Cookie	大多数浏
览器均为用户提供了清除浏览器缓存数据的功能，您可以在浏览器设置功能中进行相应的数据清除操作。如您进行清除，可
能因为这些修改，您可能无法使用依赖于Cookie	由我们提供的服务或相应功能。

关于隐私条款的变更

本隐私条款自	2020	年	4	月	7	日起生效。云扩将根据法律、法规或政策的变更和修改，或云扩网站内容的变化和技术的更新，
或其他云扩认为合理的原因，对本隐私政策修改并以网站公布的形式告知用户，您可通过本页面查看最新版本的本政策。我
们保留不时更新或修改本政策的权利，若您不接受修订后的条款的，应立即停止使用本服务，若您继续使用本服务的，将被
视为接受修订后的所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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