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Mendix快速开发者



欢迎 Start 09:00

Break 10:30 – 10:45

Lunch 12:00 – 13:00

Break 14:30 – 14:45

End 16:00

Install the version 9.5 of 
Mendix Studio Pro
https://marketplace.mendix.com/

Create a Mendix account
https://signup.mendix.com/

• Agenda
• Questions
• Knowledge checks (Kahoot)
• Certification

https://appstore.home.mendix.com/
https://signup.mend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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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it w/ Mendix



学习目标

•了解Mendix生态

•了解如何获取Mendix相关信息

•创建、完善、分享你的Profile





创建并完善你的账号

… 并上传头像



Summary



Make it together



学习目标

•了解应用生命周期
•在示例场景中运用应用生命周期管理
•从Mendix Developer Portal创建新工程

•理解Mendix使用的敏捷开发方法

•向你的Mendix工程添加成员

•创建User Stories

•创建线框设计稿



应用生命周期



创建新应用



软件工程方法



敏捷流程与角色

产品需求清单
(Backlog) 

User Stories

Sprint Backlog 

产品经理

反馈 用户

产品更新

团队成员：
• Scrum Master
• 开发者 (业务工程师)



项目组成员



邀请团队成员



User Stories

•拆解的产品需求

•描述需求对于产品用户的价值

•以Story point衡量复杂度

作为管理员, 我希望能新增培训事件, 以便于我及时维护培训计划.



我们的虚拟场景: LearnNow培训机构
Jimmy 是培训机构 LearnNow公司的总监。他一直使

用Excel来管理公司提供的培训课程。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他发觉使用现有工具管理内容
逐渐变得吃力。



创建线框图



添加用户故事



添加用户故事

•导入 user stories

•完成 ‘Get Started’ sprint



Summary



Make it w/ Mendix Studio



学习目标

•了解 Mx Studio 

•为 LearnNow app创建首页

•设置页面布局
•了解页面创建的规则
•使用 building blocks 并设置控件属

•理解首页与overview页面的区别与联系

•设置导航菜单



作为管理员，我希望能够轻松访问和管理我的
数据，以便更有效地运营我的公司。

User Story 1



在Mendix Studio中打开应用



COLUMN

Colum
n

多列视图

• Layout grid

• Containers

• Widgets



创建首页

1. 打开 Home page

2. 创建页面布局

3. 添加按钮

4. 添加页面
- Layout: Atlas_Default
- Template: List
-命名规则:
• Course_Overview
• Location_Overview
• Teacher_Overview
• Trainee_Overview

5. 链接按钮至页面



Summary



Make it dynamic



学习目标

•理解动态数据
•使用实体与属性
•显示动态数据
•理解并使用对象（Object）

•理解域模型（Domain Model）

•理解概览页与详情页的不同



实体与属性

命名规则：

• 以单数形式的名词命名
• 驼峰式大小写命名（

CamelCase）



定义属性类型



向页面添加动态数据



创建导航菜单



预览你的应用



对象

• 实体 +属性 =蓝图

• 对象是实体的实例



创建添加功能

• 步骤 1: 
• 在页面头部添加一列
• 在页头中添加 Create Object按钮

• 设置标题（Caption）为 Add
• 设置风格（Style）为 Success

• 链接按钮至相应实体

• 步骤 2:
• 创建详情页

- Layout: PopupLayout
- Template: Form Vertical
- 命名规则：Entity_NewEdit



预览你的应用

•点击预览按钮

•在移动端预览你的应用

•将相应的 user story设置为完成状态



域模型与数据库



作为管理员，我希望能够随时安排培训活动，
以便教师甚至可以随时查看他们的日程安排

User Story 2



拓展域模型

1. 在域模型中添加一个新实体：TrainingEvent

2. 添加 StartDate与 EndDate属性



关联

• 1对多，One-to-Many (1 - *)

• 1对1，One-to-One (1 – 1)

•多对多，Reference Set (* - *)

命名规则: Entity1_Entity2



添加关联



使用下拉菜单



作为管理员，我希望能够直接从主页安排培训
活动，以便我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尽可能少。

User Story 3



从首页新建培训事件



Summary



Make it automated



学习目标

•了解自定义逻辑的价值
•了解微流可包含的元素
•学习创建微流



这是一个微流，
你能看明白它在做什么吗？



微流

•微流为您的应用程序添加逻辑。逻辑用于使您的应用程序更智能、自动化并使其可维护。

•你可以用微流来：
•扩展或改变默认行为
•处理特殊的业务流程
•集成外部系统、数据库、web服务等



微流示例



从首页安排培训



Element Type Graphic

Start Event Event

End Event Event

Sequence Flow Flow

Activity Activity

Decision Decision

Merge Decision

Parameter Artifact

Annotation Artifact

Annotation Flow Flow

微流包含的
元素



作为管理员，我希望能够从课程概览页面安排
培训活动，并选择课程名称，以便我在这方面

花费的时间尽可能少。

User Story 4



从Course Overview页面创建培训事件(1/3)



从Course Overview页面创建培训事件 (2/3)



从Course Overview页面创建培训事件
(3/3)



Summary



Make it w/ Mendix Studio Pro



学习目标

•学习使用 Studio Pro

•了解如何使用 Team Server协作开发

•向 Team Server提交更改

•使用信息实体
•使用数据嵌套



Studio 与 Studio Pro



Studio  Pro



Team Server



在Studio Pro中打开应用

•打开 Mendix Studio Pro version 9.5.0

•找到你的应用

•打开主分支



图标 含义

该元素无变化

该元素被修改

新增的元素

该元素在项目树中被移动

被删除的元素

与别人修改了同一个元素，版本有冲突

状态与变更



提交修改

•将更改发送到存储库称为提交。

•将小的、一致的工作提交到存储库。

• Studio Pro 会自动检查您的应用程序是否存在您可能遗漏的内容，并提醒您在提交之前检查并修复这些
内容。

•只有当您的工作副本与存储库保持同步时，才可以提交。

•不要忘记设置故事的状态！



作为管理员，我希望能够为培训活动添加注册，
以便我的老师知道他们的学生是谁。

User Story 5



信息实体



拓展域模型



数据嵌套



创建注册功能

• 在 TrainingEvent_Overview页面中创建一个新的“注册（Registration）”按钮。

• 使用 Atlas Default 布局的空白模板创建新页面，将其命名为 TrainingEvent_Registration_Overview
并链接到该按钮。

• 在 layout grid 上方添加数据视图（data view）并连接实体 TrainingEvent数据源上下文

• 向其中添加 Pageheader Controls 构建块并删除 Edit 和 Delete 按钮。

• 将原始 layout grid移动到 data view内，位于Pageheader Controls下方。

• 在该layout grid内添加一个 List single line构建块，并显示属性 Number 和 Trainee Name。

• 创建添加按钮以打开新的 Registration_NewEdit页面。

• 使用 > 按钮也可以转到 NewEdit页面。

• 使 < 返回按钮关闭页面。



预览并完善



Summary



Make it smart



学习目标

•使用小部件事件调用微流
•使用各种微流动作来自动计算
•了解微流的范围
•了解两种类型的检索
•了解存储属性和计算属性之间的区别
•使用对象事件调用微流



作为管理员，在安排培训活动时，我希望自动
计算活动的结束日期，防止我出现计算错误。

User Story 6



自动填充培训事件结束日期



5个步骤

1. 触发微流

2. 填写计算的结束日期

3. 部署和测试

4. 分析错误并调整微流

5. 提交你的工程



从输入控件触发微
流

• On enter ：当用户光标进入（点击）控件时

• On change ：当用户在进行更改后离开控件时

• On leave ：当用户光标离开（关闭）控件时（无
论他们是否改变了控件的值）



微流表达式

元素 示例

方法 FunctionName
(Ingredient 1, Ingredient 2)

变量 $Trainee/EmailAddress

环境变量 [%CurrentDateTime%]

类型 表达式

算数 *   :   +   -

关系
<    >    <=    >=    =    
!=

特殊 empty  isNew

逻辑 and  or  not

条件 If  then  else

通用表达式

admin

admin

admin

admin

admin

admin



创建微流

1. Retrieve associated Course

2. Calculate the EndDate
• addDays(DateTime, Integer)

• DateTime = StartDate (TrainingEvent)
• Integer = Duration (Course)

3. Set the newly calculated EndDate
• Change Object activity, change the TrainingEvent
• Commit: No
• Refresh client: Yes



微流的数据读取范围

admin



获取数据

Example:

When writing a text document



获取数据

When using Mendix



由关联获取数据

Doing a retrieve from memory is called ‘’By 
Association Retrieve”.

Benefits:

• Faster (no connection to the database is 
needed)

• Information not in the database yet

Transient objects



完善你的微流

1) Retrieve your data

2) Complete the microflow expression

3) Run Locally and Crash!

admin



检查错误
Add breakpoint on the OCH_TrainingEvent_CalculateEndDate microflow



使用判定

Add two Decisions to check if the start date and course are selected.



完成微流并提交

1) Remove breakpoint
2) Run Locally
3) Find bug & fix
4) Commit

admin



作为老师，我希望能够随时看到参加培训活动
的学员人数，以便我知道我需要什么资源。

User Story 7

admin

admin

admin



添加新属性

Stored or Calculated 
Attribute?
1) New attribute
2) Text widget
3) Parameter
4) Edit caption



添加对象事件触发器

Prefixes for object event handlers:

In our case:  ACO_ADE_Registration_SetTotalNumberOfRegistrations

Before After

Create BCR ACR

Commit BCO ACO

Rollback BRO ARO

Delete BDE ADE

admin

admin

admin

admin



计算注册人数

1. Retrieve the associated TrainingEvent

2. Retrieve the Registrations that belong to the TrainingEvent

3. Count the list of Registrations

4. Set the total number of Registrations as the new value
• Change Object activity, change the TrainingEvent
• Commit: Yes
• Refresh client: Yes



计算注册人数



Summary



Make it valid & consistent



学习目标

•了解拥有有效且一致的数据的重要性
•识别不同类型的验证
•使用微流应用验证
•防止删除好的数据
•清理过时的数据



数据校验为何重要？

不同类型的错误 如何预防？

空记录 校验规则

非法数据 正则表达式

重要数据被删除 删除保护

垃圾数据 级联删除



数据验证

验证是在对象存储在数据库中之前应该满足的条件。

您可以将验证添加到：

• 领域模型
• 微流
• 页面



数据验证的类型
类型 描述 示例

Required 属性不能为空 课程描述

Unique 属性值必须唯一 课程名称

Equals 属性值必须等于特定值 重复输入密码

Range 属性值必须处于某个范围内 课程时长

Regular 
expression 属性值需满足某个正则表达式

电子邮件地址
(user@something.com)

Maximum 
length 属性值最大长度 邮编

admin



如何处理错误的数据？

在何处触发校验？ 反馈形式

表单页面 (有输入控件) 在输入控件下方显示错误信息

页面 (无输入控件) 弹出错误信息对话框

系统 日志中的错误信息

admin

admin

admin



作为管理员，我希望数据有效且一致，

所以我的数据库不会变得混乱。

User Story 8



我们的域模型

admin

admin



在微流中验证

1. 将保存按钮更改为微流按钮
2. 模仿默认保存行为
3. 创建所有验证检查
4. 创建每个字段的验证反馈消息
5. 向用户一次性展示所有反馈

实体 属性或关联 验证规则

TrainingEvent StartDate Required

Teacher selection Required

Course selection Required

Location selection Required

admin

admin

admin

admin

admin

admin

admin

admin

admin

admin



步骤 1 & 2: 创建基本微流

确保 Save 按钮触发验证微流：ACT_TrainingEvent_Save



步骤 3: 添加数据验证



步骤 4: 添加验证反馈



步骤 5: 合并判定分支



步骤6: 添加终止标记

admin



User Story 9

作为管理员，我希望能够删除没有注册
的培训活动，以防我意外删除人们已经

付费参加的培训活动。



删除保护



删除保护

步骤 1: 添加删除按钮

步骤 2: 设置删除行为



User Story 10

作为管理员，我希望能够删除学员及其
所有注册信息，以便在他们不再希望成
为 LearnNow学生时将其从系统中删除。



级联删除



级联删除

步骤 1: 添加删除按钮，Style: Danger

步骤 2: 设置删除行为



Summary



Make it secure



学习目标

•了解保护应用程序的重要性
•了解三个安全级别
•了解两个安全位置
•设置模块和项目安全
•将用户角色连接到模块角色
•设置页面、微流和实体访问权限
•使用条件可见性来定制页面和实体访问权限



让应用更安全

•为何重要？

•保护对象
• App安全
•模块安全

•安全级别
• Off
• Prototype/Demo
• Production



概念



用户角色与模块角色



作为管理员，我希望应用程序是安全的，以
便我遵守公司数据保护规则。

User Story 11



创建模块角色



创建用户角色

1) App Security: Prototype/Demo

2) ‘User’ 用户角色à ‘Teacher’

3) 新建用户角色 ‘Trainee’

4) 检查错误



为用户角色分配模块角色



访问权限

•页面访问
•微流访问
•实体访问



设定页面与微流
访问权限

Page Administrator Teacher Trainee

Course
• NewEdit

• Overview
Y

Y

N

Y

N

N

Home Y Y N

Location
• NewEdit

• Overview
Y

Y

N

Y

N

N

Registration
• NewEdit Y N N

Teacher
• NewEdit

• Overview
Y

Y

N

Y

N

N

Trainee
• NewEdit

• Overview
Y

Y

N

Y

N

N

TrainingEvent
• NewEdit

• Overview

• Registrations

Y

Y

Y

N

Y

Y

N

Y

N

• 只有管理员才能创建、删除和编辑培训
活动。

• 教师和学员不应访问这些功能。



设置demo
用户



基于不同角色的首页



设置实
体访问
权限



应用安全性设置

• Administrator 标签页

• Demo Users 标签页

• Anonymous Users标签页

• Password Policy 标签页



Summary



Make it Mobile



学习目标

•了解移动应用程序的价值
•创建特定于移动设备的页面
•学习使用纳流
•设置基于角色的主页



响应式, 原生, 与渐进式（PWA）移动应用



为什么使用 PWA?

• 可安装

• 可靠

• 功能强大



移动应用

您需要面向移动设备的解决方案吗？

移动应用专有功能：

•导航Profile

•移动页面布局

•（原生）移动组件



作为一名学员，我想查看即将举行的培训活动，

包括他们的地理位置，以便我可以选择最接近

的。

User Story 12



方法

• 导航:  

• 新建 PWA 导航 profile.

• 指定默认首页.

• 为 Trainee配置基于角色的首页，展示培训事件列表（包括地点）

• 布局: Jimmy 希望为移动设备优化应用. 

• 原生功能:  Jimmy 希望应用能使用手机上的地图.



添加Responsive Web navigation profile

•在 App Explorer 中打开导航

•选中 Progressive Web App 下的三个
框。

•将应用程序标题更改为 LearnNow。



添加 Phone Web Offline navigation profile

• 添加导航配置文件：Phone web offline

• 选中允许“添加到主屏幕”提示框

• 将默认主页设置为新页面
TrainingEvent_Overview_Mobile

1. 布局选项：Phone (Web)

2. 模板：List Double Line.

3. 导航布局：Phone_Topbar。



完善 Responsive Web navigation profile

•为学员设置基于角色的首页以打开
TrainingEvent_Overview_Mobile页面。



配置移动页面

•页面名称： TrainingEvents_Overview_Mobile

•使用 Properties 窗格将页面标题设置为 Training 
Events

•将列表视图连接到 TrainingEvent实体

•是否要自动填充列表视图的内容？ –选择是

•添加具有两列的布局网格小部件来构建页面

•将文本小部件移动到左列

•在文本小部件之间添加容器组件

•删除列表视图中的搜索约束



• 允许表达您的应用程序的逻辑

• 移动端优势：
• 直接在浏览器/设备上运行（速度优势）
• 可以在离线应用程序中使用

什么是纳流(Nanoflow)?



Nanoflow Commons 模块



添加地点图标与展示地点的纳流

•添加按钮:

标题: empty

图标: Map

•连接到纳流
ACT_TrainingEvent_ShowLocation



配置 ACT_TrainingEvent_ShowLocation纳流

•将 Location 设置为
$TrainingEvent/MyFirstModule.TrainingEvent_Location/MyFirstModule.Location/Address



添加显示路线按钮并绑定纳流

•添加按钮:
Caption: Show Route
Icon: Road
Style: Primary

•连接到纳流
ACT_TrainingEvent_ViewRoute



配置 ACT_TrainingEvent_ShowRoute纳流
•设置 Location 参数为：
$TrainingEvent/MyFirstModule.TrainingEvent_Location/MyFirstModule.Location/Address



作为管理员，我希望学员能够分享有关培训活

动的信息，以推广 LearnNow应用程序的产品。

User Story 13



添加分享按钮并绑定纳流

•添加按钮:
• Caption: Share
• Icon: Share

•连接到纳流: 
ACT_TrainingEvent_Share



配置 ACT_TrainingEvent_Share纳流

•设置 Url 为 ’https://academy.mendix.com/link/path/31/Become-a-Rapid-Developer/’

•设置 Text 为 ’Check out the offerings from the Mx Academy!’

•设置 Title 为 ’Mendix Academy’



仅显示未来培训事件

•打开 TrainingEvent_Overview_Mobile页面

•将 List view 的数据源类型设置为 Xpath

•添加 Xpath 约束

[EndDate >= ‘[%BeginOfCurrentDay%]’]



更新模块安全设定：页面访问权限



更新模块安全设定：纳流访问权限



发布到云端

•运行和发布

•在响应式浏览器中预览

•使用 demo_administrator数据登录，创建用户和基本数据

•复制应用链接并在手机上打开，以 demo_trainee身份登录



Knowledge checks

Go to kahoot.it



Summary



Go make it!



认证考试



https://academyportalcloud.mendixcloud.com/index.html

https://academyportalcloud.mendixcloud.com/index.html


希望持续精进？



下一步的学习



反馈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