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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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是要描述的模式（Pattern）在对象生成过程中具有的灵活性。当您开始使用WorkWith Plus
时，将有一个设计体系向导，在该向导中可以自定义项目的主题和功能。

您将能够为每个项目创建完全不同的外观和设置，因此通过此设计体系向导，我们可以增强灵活
性。

对于此培训，请选择以下设置：

Step 1:
Predefined Theme: Material

Step 2:
Select base color: Red

Step 3:
Security Type: GAM
Security Level: Authorization
Logo for Login: LogoLoginCocaCola.png 

Step 4:
Orientation: Vertical
Load Menu: From Data Provider
Style: With image
Image Menu: Use the default image
Include search menu option: True
Include user info: True
Include user photo: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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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Logo: LogoCocaCola.png
Favicon: Use the default image
Title: Coca Cola
Fixed Header: True
Google Analytics: False
DIsplay: Only Icon
Icon: Use the default image
Include user name: True
Include role name: True
Change password action: True
Logout action: True
Include Footer: True
Fixed: False
Footer Text: Coca Cola Company – 2018  

Step 6: 
Home Pages: Banner and Modules

Step 7:
Style: Line
Attribute width: Fixed width
Has floating labels: False
Spacing: Regular
Title Position: Top not fixed
Background style: Gray
Tabs Style: Re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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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8:
Panels Style: Card
GeneXus Action Group: Grouped
Grid Style: Lines
Confirm/Cancel Style: Filled and shadow
Grid objects header: Wrapped without header
Other Settings: DIsplay rounded corners
Message Style: Modern

Step 9:
VIsualization of an item: Generate View Objects
Include Action DIsplay: True
Add Autolink: True
Include Record hIstory: False
Export Actions: Excel, PDF
Generate Prompts: True
Update, Delete and DIsplay actions Inside Grid
Save Grid State True
Default filters outside grid Dynamic Filters
Include filters in columns True
Include sorting in columns True
Enable Columns Selector True

Step 10:
Languages: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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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orkWithPlus中包含了首页设计，您可以从设计体系向导中选择。

你有很多选择。

无论如何，运行设计体系向导后，您将可以选择基于这些模板创建Web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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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描述的是模式(Pattern)在对象生成中的灵活性。

任何模式(Pattern)的主要目的都是提高项目开发中的生产率，为了提高生产率，它们会自动生成一
组具有特定行为的对象。

但这个想法不仅仅是自动生成对象，而且还提供了所需的灵活性，以便开发人员可以决定如何生
成对象、在WebForm中放置控件的位置、WebForm的外观等等。

为此，模式(Pattern)生成的所有对象都有一个WebForm的层次结构声明。

在本幻灯片中，我们将介绍Transaction  Person的WorkWithPlus实例。特别地，由模式(Pattern)生成
的第一个对象是Transaction 对象。每个对象都将包含一个Table节点作为主节点，WebForm中的
Table节点将是一个HTML表格，它将包含表单中的所有控件。

然后，我们有3个表格，第一个表格包含标题，下一个表格包含Transaction  的主要信息，最后一个
表格包含操作。

WebForm中的操作位于属性之下，因为它们位于实例中。因此，实例树中的任何节点都将包含一
些配置信息，根据它在树中的位置，将它显示在表单中对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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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GeneXus，打开Person Transaction ，打开该Transaction 的WorkWithPlus实例】

现在我们来看Person Transaction 的WorkWithPlus实例。

如我们所见，将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生成对象。但是我们可以修改任何地方。例如，如果要在
属性上方显示操作，则必须将包含属性的表格移动到包含属性的表格上方。

【关闭预览，将表格TableActions 移动到表格TableContent上方，然后再次预览】

保存实例后，WebForm看起来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如果现在我们想将第二个选项卡的属性
显示在两列中，而不是一列在另一列下面，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包含此属性的表格的列数更
改为2

【将表格“Table Attributes”的“Numberof columns”属性更改为2】

在保存这个实例之后，这个WebForm看起来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

【关闭Person Transaction 而不保存，返回演示文稿】

因此，通过在实例树中移动控件并修改其属性，我们可以100%灵活地将WebForm中的每个控件显
示在任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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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一个如何安排节点以创建所需的WebForms的示例之后，我们将详细分析如何提供这种灵
活性。

这主要是因为Table节点和‘Location in father table’属性。

Table 节点，正如我们前面解释的，将在表单中显示一个HTML表格。您可以设置此表格的列数，然
后将其中的节点根据在树中的位置对应插入（从左到右和从上到下）。

您可以在一个表格中插入多个表格，并且您有一组属性，以便生成所需的任何内容。

大多数控件都有一个‘Theme class’属性，允许您设置要插入表单的控件的颜色、边框和外观。

特别是，该表格还包含一个名为“Include In panel”的属性，该属性将把表格的内容包装到GeneXusUI 
Panel中。您可以设置标题、主题类、是否可以折叠和展开以及是否默认折叠（窗体加载时）。所
有这些属性都属于‘Panel’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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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我们在生成对象时提到的灵活性，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Location in father table’类别
中包含的属性。

• 大多数节点都包含此属性，因为它允许开发人员决定如何在包含控件的表格中插入控件。

例如：

将在其中显示控件的单元格的主题类。当我们要为包含控件的单元格指定一些填充、背景图像等
时，这很有用。

【转到GeneXus，预览Person Transaction ，并展示属性及其描述如何分配一个单元主题类，其背景
包含一个使外观和感觉更好的图像。然后返回演示】

• 按Column Span和Row span，此节点将占用多少单元格（列和行）

• 如果Align属性定义它是在单元格的左侧、右侧或中间对齐，垂直对齐也是如此

• 控件将显示在可用列中的那个列中。如果此属性为0，则控件将显示在第一列中。如果大于0，
控件将显示在X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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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对象的分层结构定义，开发人员可以决定如何生成对象的WebForms。

但是当我们需要向某些对象插入特定控件时会发生什么呢？

例如，在这张幻灯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看起来很传统的WorkWith对象。它包含一个标题、一
些筛选条件和一个包含操作的Grid。但是Grid旁边显示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谷歌图表，谷歌图表
的用户控件。那么，我们如何使用WorkWithPlus添加此类对象呢？

右键单击要包含用户控件的树节点>Add->UserControl，并建立属性Control Name和User Control，从
组合框中选择所需的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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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orkWithPlus，你可以平均节省60%开发GeneXus应用程序的时间。这些信息来自内部指标和
客户评价，取决于正在开发的应用程序的类型。

在这里，我们可以可视化许多使用WorkWithPlus生成的应用程序。

图片中显示的一些应用程序与传统的Transaction 应用程序完全不同，在所有情况下，该模式都很
有用，并提高了开发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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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定制您的应用程序，您需要做的是在实例中工作，并根据您选择的主题颜色使用WorkWithPlus
导入主题对象。

如前所述，大多数节点都有一个名为Theme Class的属性和另一个名为Cell Theme Class的属性。这些
属性将定义该控件的外观。因此，您可以在主题中创建新类，然后将其分配给控件或其单元格。
通过这些类，您可以定义边距、背景等。

[转到GeneXus，打开WorkWithPlusBootsTrapResponseTheme，并在某些类（例如属性）上进行标记
以显示其属性，然后返回到演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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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提供了添加书签的功能。书签允许您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拥有应用程序某些页面的
快捷方式。您可以编辑、删除或重新排序添加的书签，它们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用户自动保存。
为了使用此功能，您需要选中设计体系向导中的“包含书签”选项（步骤7：Master P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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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 for Web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通知和订阅模块。 从WorkWithPlus 14开始，通知和订阅模
块将通过设计体系向导中的简单步骤配置就能实现完整功能。

使用此模块，您将能够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创建通知/订阅，让用户订阅通知，然后自动创建在触发
您订阅的事件时接收SMS、电子邮件和桌面通知。此外，每次有人在讨论中提到您，或有人在您订
阅的记录中写入新的讨论消息时，您都会收到通知，这与“讨论”模块一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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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 for Web 14提供了包含讨论模块的功能，只需运行设计体系向导并选择包含该模
块的选项即可。

如您所见，在每个包含标准操作“DIscussions”的视图对象中，将添加一个DropDownComponent，
最终用户能够在其中的一些记录上插入注释（dIscuss）。最终用户将能够创建新的线程，在一个
线程中应答，还可以提到应用程序的另一个用户。

如果您将它与“通知和订阅”模块结合使用，当有人在您订阅的讨论上写评论时，或者当消息中提到
您时，您也会收到通知。此外，如果您在收到新邮件时打开了讨论，则讨论将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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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WorkWithPlus生成的对象之一是Transaction 对象。

Transaction 对象将允许用户新增、修改或删除此Transaction  的记录。您可以向该对象插入规则或
事件，这适用于WorkWithPlus生成的每个对象。

您可以在任何生成的对象的 Panel、选项卡或组中排列信息。在本例中，我们决定使用选项卡控件
来排列信息。此选项卡的外观也可以修改。

18



在Transaction 中属性的IsRequired设置允许开发人员确定该字段是否必须输入。换句话说，它将确
定用户在运行时是否能够将字段留空。

将IsRequired设置为true时，将发生两种情况。第一个是WorkWithPlus将为必须输入的属性分配不同
的主题类，以便用户在运行时能够区分必须输入属性和常规属性。第二个是它将为每个必需输入
的属性添加一个错误规则。

[转到Genexus，打开Person Transaction 并选择PersonFirstName并查看其属性设置，查看IsRequired
是否为True]

为每个必需输入属性显示的消息集中在标签节点‘Required Attribute’内的WorkWithPlus设置中。

[转到Genexus，打开WorkWithPlus设置（从首选项->模式(Pattern)->WorkWithPlus）并选择Labels节
点，以显示Required Attribute]

因此，如果您有一个由10个开发人员组成的小组，那么您不需要协调将使用哪个消息来表示必须
输入的属性。他们只需将这个配置设置为true，然后如果他们想修改这个配置，只需一次修改，在
构建应用程序（或重新应用模式）时，所有应用程序的所有消息都将自动更新。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转到WWPerson并单击以新增记录，并尝试将第一个字段留空，以便显示
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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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为属性定义一个额外的条件，以便仅当该条件完成时才需要输入它。

例如，仅当定义的复选框被标记时，PersonHomeAddress才是必需输入的。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转到编辑某人，并向他们展示如何选中或取消选中
IsRequiredHomeAddress属性以及PersonHomeAddress字段的结果]

在GeneXus中，这是由Is Required和Is Required Extra Condition生成的。

[在GeneXus中，转到Person Transaction ，转到Pattern WorkWithPlus实例选项卡，选择属性
PersonHomeAddress以显示配置信息]

另外，当您有一个额外的条件时，您必须设置在Transaction 第一次加载时是否需要该属性。

此功能在Transaction 中的属性可用，在web界面中也可用，您可以将其设置为变量。在这种情况下，
WorkWithPlus将添加一个包含所有检查的子程序，您只需调用该子程序并请求一个布尔变量即可知
道是否发生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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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ransaction 中属性的NoAccept将决定是否插入与该属性关联的NoAccept规则。它有3个可能的值：

l True将添加一个与该属性关联的规则noAccept，不带任何条件。
l <default>如果属性是外键并且Transaction 使用上下文，则将插入带有某些条件的noaccept规则。

将添加的规则如下

[转到Genexus，打开Person Transaction ，然后转到规则，以便向开发人员显示规则
Noaccept(CompanyId) if &Mode = TrnMode.Insert and &Insert_CompanyId.IsEmpty();
然后返回演示]

什么是Transaction 上下文？当我们查看某个记录的信息（在View对象中）时，尤其是查看该记录
的相关信息，然后按新增操作，我们要添加一个与我们正在查看的记录关联的记录。

例如，我们正在查看某个公司（DVelop）并且正在查看在那里工作的人员，如果我们按新增操作，
我们希望添加在那里工作的新人员。因此，Transaction 上下文自动支持该行为。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在Transaction 中插入该规则。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转到WWCompanies，单击DVelop，然后在View对象中选择选项卡Person
并按操作以新增记录并转到Person的第二个选项卡。告诉他们公司有一个预设值（DVelop），你不
能更改它。然后返回演示]

l False不会添加规则noAccept，不管属性是否为外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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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提供插入自动规则的功能，这些规则将在Transaction完成某些任务时添加到
Transaction中有规律的表达式或某些条件。

规则的主要目的是允许用户在Transaction  模板（WorkWithPlus设置中）中插入将应用于大多数
Transaction 实例的规则。

使用示例如下。假设我们有4个审计属性，我们想为Person Transaction 保存创建记录的用户、更新
记录的用户以及创建和修改记录的日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在Transaction 中创建4个规则来保
存数据。

但是，如果我们想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Company Transaction 中，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有4个属性关
联到Company Transaction ，我们还需要4个规则来初始化它的值

如果我们分析这两个Transaction 的第一个规则“PersonCreateUser=&Context.user on beforeinsert”和
“CompanyCreateUser=&Context.user on beforeinsert”，这两个规则几乎相同。唯一更改的是属性的
名称，该属性以Person Transaction  中的Person和Company Transaction 的Company开头。

如果这适用于我的应用程序的所有Transaction 呢？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创建一个自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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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名称设置为“CreateUser”。这个名称只是在实例中标识这个节点的一种方法。然后我们将规
则设置为‘<ATT_NAME> = &Context.user on beforeinsert’。

最后，我们必须确定该规则将应用于哪些属性。在本例中，它将应用于名称中包含“CreateUser”的
所有属性。因此，对于Person Transaction  ，将为属性“PersonCreateUser”添加规则；对于Company 
Transaction  ，将为“CompanyCreateUser”添加规则；对于我的应用程序的所有Transaction  ，依此类
推。
如果某个Transaction  的名称中不包含包含“CreateUser”属性，则该规则不会添加到该Transaction  中。

还有一些额外的属性，允许开发人员对某些规则将添加到哪些属性设置条件。此属性可为
IsNullable、是外键、是主键等。

例如，如果要将错误规则添加到所有Transaction 的所有属性中，这些属性都是外键且不可为null，
那么您需要做的是在Transaction 模板中添加一个自动规则，并将 Is Nullable设置为false，将Is 
Foreign key设置为true

[转到Genexus，打开WorkWithPlus设置并在Transaction 模板中添加新规则作为‘Attribute based rules’
的子级。然后设置以下内容：

Name = NullableFK
Rule = Error(“<ATT_DESCRIPTION> cannot be empty”) if <ATT_NAME>.IsEmpty() on beforevalidate;
Is Nullable = false
Is Foreign Key = true

重要的是要记住，在Transaction 模板中插入这些规则时，这些规则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在特定的
实例中。因为，如果需要插入某些特定的规则，则必须直接在Transaction 的Rules选项卡上，在
WorkWithPlus自动生成的代码下方或上方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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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在这张幻灯片中看到的。所有不重复或与其他Transaction的其他规则没有共同模式的特定
规则都将直接添加到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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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提供了为属性和变量设置帮助文本的选项，这些文本将显示为提示信息。为此，只需
在任何属性或变量的Help text中添加一些文本。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转到编辑某人并在First name字段中设置光标，以便出现提示信息。然后
转到GeneXus并单击Transaction 实例中的该属性，以显示Help Text配置包含运行时显示的消息。]

在WorkWithPlus设置中，可以设置何时显示提示信息。这些选项包括在字段、字段描述、这两个选
项中的任何一个或字段旁边出现的图标上定位。

[转到WorkWithPlus设置、模板节点并显示Help Text DIsplay的可能值]

Invite Message配置允许您在字段为空时在字段内显示消息。只需在实例中的属性和变量的Invite 
Message添加一个消息即可。

[转到GeneXus中的Person Transaction 、WorkWithPlus Pattern实例选项卡，单击任意属性并在Invite 
Message配置中插入一些内容，以便在预览中显示结果]

如您所见，字段将显示在其内部，即写入此配置的消息。

最后，Right text将在字段旁边显示一个文本。您可以使用分配给它的主题类来配置此文本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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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Custom DVelop Combo控件允许您显示按类别分组的不同选项。

要配置它，必须选择属性并使用自定义值设置其“Control Info”配置，使用值DVelop Combo设置其
“Control Type”属性。

然后，在“Data Source From”中进行配置，从中获取数据（如果是从属性、Data Provider或用户代
码），然后配置‘Item Values’, ‘Item Descriptions’, ‘Item Category Values’和‘Item Category Descriptions’。

您还可以自定义组合，以便从中创建新记录。为此，您应该创建一个新界面（基于模板
“datadIsplayedpoup”和Transaction 的BC）。然后，设置Dvelop Combo以调用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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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orkWithPlus 中，您将能够使用一个名为“Split Screen”的新功能。

此功能允许您在同一屏幕中显示一个带有记录列表的Grid，并在其旁边显示与选定的项目有关的数
据信息。

这样，您就可以优化屏幕上显示的数据。 

为了使用这种可视化，在将WorkWithPlus应用于Transaction 时，应该选择"Split Screen" 模板。

您将注意到，生成的WorkWithPlus实例与使用其他模板生成的实例不同，因为它是专门为"Split 
Screen" 功能设计的。

您可以自定义此实例（SplitScreen List和ViewSplitScreen） 就像你在WorkWithPlus中通常做的那样。
例如，可以更改Grid中显示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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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orkWithPlus中，您将能够使用一个名为"Split Screen With Tabs"的新功能。此功能允许您在同一
屏幕中显示一个带有记录列表的Grid，并在其旁边显示与选定的项目有关数据的可视化信息 。

您可以同时打开许多记录，并在不同的选项卡中显示所有记录。

这样，您就可以优化屏幕上显示的数据。 
为了使用这种可视化，在将WorkWithPlus应用于Transaction 时，应该选择 "Split Screen (with Tabs)" 
模板。

您将注意到，生成的WorkWithPlus实例与使用其他模板生成的实例不同，因为它是专门为 "Split 
Screen (with Tabs)" 功能设计的。

您可以自定义此实例（SplitScreen List和ViewSplitScreen） 就像你在WorkWithPlus中通常做的那样。
例如，可以更改Grid中显示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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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提供了在Transaction 或Web Panel（用于创建、更新或显示数据）中模拟向导的可能
性。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步骤都将是同一Web窗体的一部分，通过单击“下一步”按钮或要导航的步
骤，它将只显示该步骤的信息。在这个实例中，它的显示方式类似于“tabs”节点及其子节点。 在该
实例中，您将可视化一个名为“Wizard”的新节点，该节点将包含作为该节点的子节点的步骤。

要创建 'Simple Wizard Layout'，需要选择创建、更新和显示数据类别中的模板'Wizard arrow type' 或 
'Wizard bullet type' 。如果在Transaction 中执行此操作，则默认情况下，它将为普通信息添加一个
步骤，然后为Transaction 的每个级别添加另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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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生成的另一个对象是List（也称为List对象）。

列表对象的作用是管理某些Transaction 的记录。例如，要新增记录，修改或删除现有记录，或者
只需查看有关记录的详细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对象的主控件是一个Grid，其中包含用于新增、修改或删除记录的记录和操作。

同时，开发人员还可以为它们添加额外的行为，包括新的操作等。

此对象可以插入筛选器，以便最终用户找到筛选数据的记录。当表包含许多记录并且直接查找一
些记录不是很简单时，这一点很有用。

现在我们将看到一些与此对象相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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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该对象添加多种Grid。这些是传统的GeneXus Grid、GeneXusUI Grid、columnselector Grid和
自定义渲染Grid。

第一个是常规的GeneXus Grid，它是默认添加的Grid。

Grid的属性“type”将决定插入哪种类型的Grid。如果此属性的值为“<default>”，它将采用
WorkWithPlus设置（WWP配置->Grid节点，属性“type”）中的实际值

[转到GeneXus，打开Company Transaction ，向他们显示列表对象中Grid节点的属性'type']

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Company Grid的值为<default>。因此，我们将查看包含WorkWithPlus设置的
值。

[然后转到WorkWithPlus设置并向他们显示Grid节点（模板外部的节点）的属性'type']

配置是“GeneXus”，所以对于Company的List对象，它将添加一个常规Grid，我们可以在运行时验证
这一点。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单击菜单中的“Company”选项，可以看到Grid是常规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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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Grid允许最终用户选择要查看的列，并可以选择在运行时查看的顺序。我们在应用程序中看一下。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通过菜单导航到Persons]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Grid，看起来很传统，但这里有一个按钮。

为了选择要显示的列，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单击Grid的编辑列的按钮]

这里可以看到可见、不可见的列以及它们出现的顺序。例如，我们可以隐藏一些列或对它们重新
排序。

[取消选中某些可见列，以便将其隐藏]

然后我们按“更新列”，列将被重新排列

要设置这种Grid，必须将Grid节点的属性“Columns Selector”设置为true

[转到GeneXus，打开Person WorkWithPlus实例，选择列表的Grid节点，并向他们显示属性'Columns 
Selector'，该属性为true]

此属性还具有“<default>”值，它将从WorkWithPlus设置的节点Grid中获取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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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中的每个属性都有2个配置：可见和默认可见。VIsible是用来设置属性在Grid中是否可见，这适
用于任何类型的Grid。第二个属性（默认可见）仅适用于ColumnsSelectorGrid，它将设置属性在第
一次加载Grid时是否可见。然后用户可以重新排列列，而此配置将不被考虑。

Grid的状态，我指的是可见的列及其顺序，可以为应用程序的每个用户保存。这是可能的，因为
WorkWithPlus创建了两个procedure，用于应用程序中的所有ColumnsSelector Grid。该procedure是
SaveColumnsSelectorState和LoadColumnsSelectorState。

当我们重新排列列时，在弹出窗口中按“更新列”后，将调用SaveColumnsSelectorState；当加载Grid
时，将调用LoadColumnsSelectorState。因此，在这2个procedure中，作为开发人员，您将决定如何
保存Grid的配置。一种解决方案是将其保存在数据库中，或通过cookies或WebSession等方式。

[打开过程SaveColumnsSelectorState、LoadColumnsSelectorState，可以查看procedure的源代码]

这里我们给您一些说明，以便保存数据库中列的配置。这些说明很简单，整个应用程序只需执行
一次。

ColumnsSelector有两种实现，一种是常规Grid，另一种是Free Style Grid。我们在示例中使用的是常
规Grid的实现，也是在设置中默认配置的实现。它有一个限制，即不支持重新排序列，因为
GeneXus不支持它，但是它在自定义对象方面比用Free Style Grid实现的对象更灵活。第二种实现支
持对列进行重新排序，但由于它是用变量实现的，并且根据要显示的列设置值，因此可能有限制。
它不支持显示图像属性等。我们建议使用Regular Grid Columns Selector。

这是在WorkWithPlus设置、Grid节点内部、属性列选择器类型中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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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重新排序可以通过“Select columns”操作或通过在Grid中拖放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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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冻结Grid的列。只需单击列标题，或使用操作“选择列”。至于操作，可
以冻结，但这必须在设计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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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冻结Grid的列。只需单击列标题，或使用操作“选择列”。至于操作，可
以冻结，但这必须在设计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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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 for Web提供了在运行时调整Grid列大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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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允许开发人员为属性组定义Grid标题。

要使用此功能，您需要修Grid属性的“Title Category”设置。

40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您可以插入筛选条件，允许最终用户通过筛选条件来搜索记录。这是使用筛
选条件节点实现的。

其中，有4种筛选器：常规的、包含动态运算符的筛选器、范围筛选器和动态筛选器。

第一个是常规筛选器。它们有一个条件，并且将基于一个属性。为了添加一个常规的筛选器，你
必须去列表对象，并在任何表格或 Panel中进行操作Add -> FilterAttribute。

我们已插入与“CompanyDescription”关联的筛选器。我们可以通过更改同一属性的名称和条件来插
入与该属性相关联的许多筛选器。

默认情况下，当我们选择某个属性及其添加的筛选器类型时，模式(pattern )插入的条件取决于该属
性的类型和控件类型，还取决于节点筛选器中WorkWithPlus设置中的配置。

在这里，我们为每种类型的属性设置默认情况下要插入的条件。用于字符、数字、布尔值、日期
时间和组合框。这是在每个节点的属性“Default operator”中设置的。这里还可以设置将为该属性添
加的默认筛选器类型。选项是常规的，带有动态操作符或范围。

这就是为什么默认情况下为CompanyDescription添加的筛选器带有动态操作符。我们需要做的是右
键点击筛选器，并选择选项'Convert into Filter with dynamic operators'。

第二类筛选器是带有动态运算符的筛选器。这些类型的筛选器允许最终用户在运行时选择一个操
作符来比较某个记录是否与筛选器匹配。例如，我们在本幻灯片中看到的，PersonFirstName将有2
个操作符，一个以名称开头筛选，另一个以名称中间的搜索筛选。

41



如何使用动态运算符插入筛选器？

第一步是插入一个FilterAttribute，选择基于的属性，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根据属性的类型，
WorkWithPlus将添加一个常规的、带有动态操作符或范围筛选器的筛选器。我们需要做的是右键点
击筛选器，并选择选项‘Convert into Filter with dynamic operators’以防WorKWithPlus没有添加我们想
要的。我们将在之前已经插入的筛选器上执行此操作（filter:CompanyDescription）。

WorkWithPlus将自动插入与该类属性（数字、布尔值、字符等）关联的运算符，这些运算符在
WorkWithPlus设置中的属性“Include operator by default”为true。这些是在WorkWithPlus设置中为每
种类型的属性在节点筛选器中定义的。因此，默认情况下添加的实例中的所有运算符都将具有值
为预定义运算符的设置“Type”。‘Predefined operator’设置是一个组合框，显示在WorkWithPlus设置
中创建的所有预定义运算符。

如果将设置类型更改为Custom，则可以在实例中定义运算符。现在，让我们分析在WorkWithPlus
设置中创建的预定义运算符：

[打开WorkWithPlus设置，转到Filters，然后单击StartsWith运算符]

每个操作符都有一个标题，标题或描述将在运行时显示在组合框中，以便按该操作符进行筛选。
在这个例子中是‘Starts with’。

另外，每个运算符都有一个类型，有4种运算符：简单运算符、范围运算符、固定值运算符或固定
范围运算符。我们将使用基于日期属性的带有动态操作符的筛选器来分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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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运算符将添加一个条件和一个字段，以便最终用户输入要筛选的内容。例如，名为
'SpecificDate'的运算符。

[转到GeneXus，WorkWithPlus Plus设置→筛选器→单击日期筛选器中的SpecificDate节点]

如您所见，您唯一需要设置的是应用于筛选器的运算符，在本例中为equal（=），因此在运行时选
择此运算符时，它将按equal筛选日期。

运算符范围将添加两个字段，因此必须设置两个运算符（from/to）以及其中包含的文本。

因此，需要定义Operator、Operator to和Middle text设置。

运算符“Fixed Value”没有供最终用户输入值的字段，因为它将按其名称所示的固定和预定义值进行
筛选。因此，在这个操作符中，需要设置操作符和要筛选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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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GeneXus，WorkWithPlus 设置→筛选器→单击日期筛选器中的Tomorrow 节点以查看其属性]

如您所见，固定值是&Today+1，运算符等于（=），因为我们希望所有日期都等于Today+1。

最后一种类型的运算符是固定范围，允许最终用户按预定义的范围进行筛选。例如上周。所以，
我们需要设置两个运算符和两个固定值。

[转到GeneXus，WorkWithPlus 设置→筛选器→单击日期筛选器中的LastWeek 节点以查看其属性]

在本例中，我们可以可视化两个固定值和两个运算符。

为每种操作符提到的所有这些设置也可用于定义自定义操作符，直接在实例中使用。如前所述，
在实例中，您可以选择“Custom”并在那里定义它，而不是将操作符的属性“Type”保留为“prefined 
operator”。这对于仅应用于该筛选器的特定运算符可能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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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类型的筛选器是范围筛选器。这些筛选器允许用户按从/到的范围进行搜索。它适用于日期
字段、字符字段和数字字段。

[转到GeneXus，查看Company的实例，转到List并进行预览]

这是公司Transaction 的列表对象。现在我们将按CompanyCreateDate添加一个新筛选器。

[在TableSearch上单击鼠标右键->Add ->Filter，然后选择CompanyCreateDate属性。如果默认情况下
没有将筛选器添加为范围筛选器，请在筛选器上单击鼠标右键->Convert into Range filter。然后预览
列表，可视化查看添加的筛选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筛选器。

此外，WorkWithPlus还提供了动态筛选器。这种筛选器将许多筛选器组合成一个筛选器，以便最终
用户在运行时选择要使用的筛选器。这些筛选器可以是常规筛选器，也可以是带有动态运算符的
筛选器。

然后，在运行时您可以选择多个筛选器并设置其值，就像我们可以在图像中看到的那样。让我们
转到应用程序，以便在运行时看到这一点。

在“Search in”旁边有一个组合框。我们将选择要筛选的属性。例如“Firs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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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选择要使用的运算符“Start with”或“Contains”。我们选择“Contains”。

现在我们将为FirstName选择要查找的值。例如“a”

现在我们按“+”继续插入其他筛选器。

[在“Last Name”中搜索，选择Starts with’，输入“alv”，按“+”键，最后选择“Gender”‘Female’，然后更
改为‘Male’]

这就是动态筛选器的工作原理。现在，我们如何在WorkWithPlus中插入动态筛选器？

[转到GeneXus，打开Person的Transaction 并转到WorkWithPlus实例，转到List节点并选择Dynamic 
filters节点]

很简单。只需插入一个名为“Dynamic Filters”的新节点，并在其中插入所需的所有筛选器（常规和/
或使用动态运算符）。

您必须设置最终用户在运行时可以同时选择的筛选器数量，默认情况下，值为3。此值不能很大，
因为它会大量增加在对象中插入的条件数量。但是，最终用户在运行时希望同时使用3个、4个或5
个以上的筛选器的情况并不常见。这是在节点“Dynamic filters”的“Max filters”中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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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显示一些始终可见的筛选器，但具有与动态筛选器相同的外观和感觉，则应该使用固定
筛选器。这些类型的筛选器与动态筛选器具有相同的外观和感觉，但它们总是可见的。为了添加
它们，只需在Dynamic Filters中添加一个Fixed Filters节点，并在其中添加所有需要固定的筛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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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筛选器，名为Filter Multiple。这些筛选器允许最终用户从列表或提示中选择多个
项目。要添加一个Filter Multiple，只需在表格或Dynamic Filter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
“FilterAttributeMultiple”。类型定义无论“Filter Multiple”是Prompt还是DropDownSelector，根据类型
您必须自定义某些特定设置。

这些筛选器可以添加为常规筛选器、固定筛选器或动态筛选器。

[转到GeneXus，打开Person Transaction  并转到List 实例。在动态筛选器节点中单击鼠标右键-> Add 
Filter Multiple并选择CompanyId]

类型设置具有值下拉选择器，因此可以将其更改为Prompt ，以便与演示文稿中的示例相同。当我
们选择Prompt类型时，将出现一个名为Prompt的新设置，这是必需的。我们必须在Company 内创
建一个Prompt Multiple对象，以便在这里选择它。

[打开Company Transaction ->并在模式中进行添加Prompt Multiple。例如，将名称设置为“M”，然后
保存]

现在我们已经创建了Company的Prompt multiple对象，我们将在filter设置类型中选择它。

[选择在新筛选器的设置类型中创建的提示并保存。运行应用程序]

我们可以在运行时看到这个prompt对象。

[转到WWPerson，在动态筛选器组合框中选择新筛选器，然后选择一些公司以进行筛选]

通过+号，用户可以删除公司的筛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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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在Person列表中以Prompt方式创建公司多重筛选条件的方法相同，您可以创建下拉选择的多
重筛选条件。

[转到GeneXus，转到Person列表，在Dynamic Filters上右键单击->Add -> Filter Multiple并选择
PersonNickName]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用户将看到的是一个按钮，当点击它时，它将显示一个项目列表可以是动态
的，也可以是固定的，一个可选的搜索框，可以选择从列表中选择多个项目，我们可以在演示中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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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筛选器允许开发人员对多个属性进行交叉帅选。

要使用它，您需要在Grid对象中添加一个“Filter Full Text”节点，并自定义筛选器将与“Attributes”结
合的属性（默认情况下，它包括所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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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提到的所有筛选器之外，还有一个对最终用户非常有用的特性，那就是列筛选器。此功
能允许最终用户按Grid的任何列进行搜索、筛选和排序。只需单击标题旁边的选项，并根据筛选器
类型，您将能够搜索，点击项目查看所有具有该值的所有记录，按该列排序，或查看该列值的动
态列表，同时显示具有该值的记录的数量。所有这些都是服务器端的，这意味着动态列表将显示
所有页面的值，而不仅仅是当前页面的值。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并单击Id以显示列筛选器，按Id排序。然后单击名字并搜索某些内容，然后
单击列表中的一个选项]

在WorkWithPlus设置的筛选器部分，您可以为每种类型的列、Varchar、character等自定义默认配置。
单击Character节点。标题筛选器类别下的设置是与列筛选器相关的属性，在这里您可以配置是否
有搜索框、动态列表等。

然后，Grid的每一列都将具有默认值的标题筛选器设置项。默认值表示将根据属性的类型考虑设置
的属性和适当的筛选器。但是您可以在这个属性中选择True，并特别为该属性定制所有配置。

列筛选器的所有这些配置也适用于多重筛选器的默认值。

有一个名为Fixed value filters的属性，允许您在列中添加固定值筛选器。这里要添加的可用筛选器
是我们在WorkWithPlus设置中看到的→筛选器→ 运算符，仅限固定值或固定范围类型的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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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功能与筛选器相关，对最终用户很有帮助。第一个是ManageFilters，它允许最终用户保存他
们正在应用的筛选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其他时间使用完整的配置，而不需要手动重置它。然后，
所有的配置都会显示在列表中，这样他们就可以使用它了，还有一个管理筛选器的选项，在这里
他们可以对筛选器重新排序，删除那些不有用的，等等。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转到WWPerson并配置一些筛选器添加3个动态筛选器，然后按Save Filter 
As并将其保存。然后按Clean Filters（清除筛选器）选项重置所有筛选器并选择创建的配置。最后
按ManageFilters重新排序]

为了包含这些特性，您只需将StandardAction ManageFilters添加到List对象，因为您可以在Person的
实例中看到它。

[转到GeneXus并在Person的List对象中显示ManageFilters标准操作]

另一个功能允许最终用户清空所有正在应用的筛选器。此功能在管理器筛选器选项中也可用，但
如果要单独使用，可以添加CleanFilters 标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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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设置定义Grid在每个页面中有多少条记录。此属性的值可以是固定的数字、某个域的值、调用
procedure的结果、屏幕上某个变量的值或<unlimited>。如果是<unlimited>则它将在一个唯一的页
面中显示所有记录（没有页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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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的操作是UserActions。可以在Grid内部或外部添加此操作。

在这种行为中，开发者负责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编码。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设置行为。

第一种方法是指定该操作将调用的对象及其参数。让我们看看GeneXus的一个例子。

[转到GeneXus，打开Company的WorkWithPlus实例，转到List，选择UserAction 'associatecurrences'，
显示其设置属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UserAction在GeneXusObject中有一个值，因为它调用
“AssociationCompanyCompanyCurrency”。它还接收参数，这就是为什么UserAction节点具有包含参
数节点的子参数。

参数节点可以是属性或变量，因此如果插入以“&”开头的内容，它将被视为变量，如果没有，它将
是属性。为了在那里插入正确的值，您必须小心，因为如果插入不存在的属性，WorkWithPlus将允
许您保存模式(Pattern)，但在尝试更新对象时，将在“General”输出中显示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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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将行为设置为操作的方法是直接在WebPanel中编码关联的事件。

在Grid外插入UserAction时，控件将关联一个名为“Do<UserAction_Name>”的事件。因此，您必须转
到事件，并在该事件内部编码所需的行为，始终在WorkWithPlus自动生成的代码标记之外。

在Grid中插入UserAction时，WWP会在Grid中创建一个变量，并设置将显示的图像或文本。因此，
要设置操作的行为，必须创建与变量关联的Click事件。

除了行为之外，还可以为操作设置条件。这个条件可以是某个变量的比较，调用某个procedure的
结果，等等。这是每个UserActions或StandardActions的属性。

另一件事，你可以设置一个行动是让最终用户确认他们的可能性，然后再执行行动本身。例如，
在删除某些记录之前，询问最终用户是否确定要删除它。这些也是UserActions的属性。让我们在应
用程序中看一下。

[转到应用程序，通过菜单导航到Person，然后按delete键删除任何记录]

在这里我们单击了delete，这是一个启用了确认的UserAction。如果我们按 No，它不会做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按Yes，它将删除记录。我们按Yes

该记录没有被删除，因为它是为了测试，但这是一个想法。现在让我们去GeneXus看看这些属性。

[转到GeneXus，转到Person的WorkWithPlus，选择操作'UADelete'并显示属性]

我们可以看到Confirm的设置是True的，然后它有消息和标题。它还包含一个名为“Comment”的属
性，该属性指定是否在确认界面中包含注释，以便最终用户在其上写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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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Actions提供的另一个功能是可以将它们设置为多行操作。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最终用户将
选择一个或多个Grid记录，然后执行该操作。此操作将考虑选定的记录，并将有一些行为关联。

为了将一个操作设置为多行操作，您所要做的就是将用户操作的属性 ‘Multi row actions’ 设置为
True。还有另一个名为‘Multi row select all’的属性，允许用户选择Grid的所有可见记录。在我们正在
看到的示例中，这两个设置都是True。

[转到GeneXus，打开Company的WorkWithPlus，选择列表对象的操作'DeleteSelected'，以显示所提
到的设置]

当我们将某个操作设置为多行时，WorkWithPlus会在Grid中插入一个名为Select的变量，这是一个
复选框，最终用户将用它选中或取消选中记录。这是我们在演示中看到的复选框。此外，它还将
创建一个SDT，其中包含Grid中的所有变量和属性，以便开发人员能够选择记录的所有信息。当用
户单击操作时，通过名为“LoadSelectedRows”的子对象加载此SDT

[转到WWCompany对象，转到事件并向它们显示事件'DoDeleteSelected'和子过程'LoadSelectedRows']

所以，开发人员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检查SDT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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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UserActions，每个操作有两种执行模式：Call或Popup。

当您将Popup属性设置为false并且最终用户单击该操作时，应用程序将对该对象进行调用，正如我
们在第一个图像中看到的那样。

但是，当您将Popup属性设置为true并且最终用户单击该操作时，应用程序将以“Popup”模式调用该
对象，我们可以在第二个图像中看到这一点。

此属性仅适用于调用WebPanel的StandardActions，或其属性GeneXusObject不为空的userActions。因
为如果某个操作的行为直接分配给关联的事件，那么就必须在那里对对象进行调用或弹出调用。

[转到GeneXus，打开Company 的WorkWithPlus，选择列表对象的StandardAction更新，以显示Popup
设置]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属性对于StandardAction Insert是false，对于StandardAction Update是true。
所以，如果我们在运行时看到这个…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通过菜单导航到公司信息，然后单击更新]

网页以模式弹出模式打开。现在我们打开一些其他Transaction ，比如Person，然后单击update…

它直接在浏览器上以Call模式打开。

58



另外，如果您将Popup设置为true，但选择了Web Component 而不是Web Panel，则WorkWithPlus 
for Web将显示自定义弹出窗口而不刷新页面。此功能使用WorkWithPlus for Web提供的用户控件，
但都是由模式(Pattern)自动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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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类操作是链接。它们与某些属性或变量相关联。您必须设置要调用的WebPanel及其参数，
就像我们在图像上看到的那样。添加到控件的链接，用相应的参数调用WebPanel。

可以在Grid内外添加这些操作。

[转到GeneXus，打开Person Transaction 并在List object中，选择属性PersonFullName并右键单击，添
加链接以向他们显示如何插入它及其配置。然后在链接节点中单击鼠标右键并添加一个参数节点。
在其中插入一个参数节点]

这些参数可以是属性或变量。如果它们是变量，则必须在它们前面加一个与号（&）。只有当变量
的名称与现有属性或SDT相同时，才会自动定义该变量。

可以将操作分组到不同类型的ActionGroups中，您可以在Grid内部或外部插入这些ActionGroups，并
更改其属性类型。

第一个选项是创建一个DropDownOptions，其中包含其中的操作，并且它仅在Grid外的ActionGroups
中可用。您可以为此类型的ActionGroup中的每个操作设置图像和标题。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转到WWCompany并显示此类型的ActionGroup。]

第二种操作组是一个组合框，可以包含在Grid外部或内部。您需要为操作组中的每个操作设置标题。

第三种动作组是GeneXus Action 组，它将插入一个Action Group控件，其中包含所有操作。这对于
生成Web响应应用程序非常有用，因为所有操作都将显示在另一个操作旁边，而无需为每个操作
定义宽度。默认情况下，Transaction 、列表和常规选项卡使用此操作组对与每个对象相关的操作
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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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orkWithPlus创建的每个对象中，可以在Grid内部或外部插入变量。

插入变量时，将打开一个窗口，以便您选择要基于哪个域、属性、SDT或Business Component创建
属性，如图像的第二步所示。

如果选择Business Component或SDT，则只能选择属于第一级的属性/设置。对于第二级的设置，需
要创建一个Grid节点，并在其中插入变量。

让我们看看GeneXus。我们在Grid中创建一个变量。

我们将选择域“Description”，然后按OK。我们可以想象变量是用与变量相同的名称创建的。我们可
以随意更改，例如“CompanyFullName”

此外，我们还有LoadCode配置，用于设置此变量的值。此代码将添加到Grid.Load中，并且此配置
仅适用于该类型的对象。我们在这里设置以下…

[在LoadCode设置 '&CompanyFullName=trim（str（CompanyId））+“–”+trim（CompanyName）']

虽然可以使用用户代码直接在Grid.load事件中加载变量的值，但在启用StandardActions Export或
ExportReport，或Grid类型为ColumnSelector时，以这种方式加载变量的值很重要。这是因为当它插
入LoadCode设置时，WorkWithPlus会自动将此代码包含在相应的对象中。

[打开WWCompany对象，转到Events并显示在Grid.Load事件中插入了代码'&CompanyFullName=trim
（str（CompanyId））+“–”+trim（Compan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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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orkWithPlus的所有Grid中，您可以为数值列添加totalizer。这是在Totalizer上为Grid中的每个属
性或变量设置的，总计将显示在相应列的底部。

[转到GeneXus，打开项目实例→列出对象并选择ProjectRealCost属性]

很容易配置，只需将数值属性的Totalizer更改为Sum或Average。

在运行时，此Totalizer将始终与列本身对齐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从菜单到“所有项目”并将其显示在totalizer 中。调整屏幕大小或使用列选
择器隐藏某些列，以向它们显示totalizer 始终处于启用状态]

您可以更改合计值值旁边的描述，WorkWithPlus设置→ Labels →  Properties Totalizer Sum和Totalizer 
Average.。

将totalizer添加到列表对象中的变量时，它必须具有“Load code”属性以及如何加载它的值，以便
WorkWithPlus可以计算该变量的总数。

当您在不基于SDT的独立Web Panel中添加totalizer时，WorkWithPlus将只定义变量并将它们添加到
Web界面中，但您必须添加代码来计算总计，因为这取决于在grid.load中添加的代码。要定义的变
量将&Tot<VariableName>定义为numeric，&TotValue<VariableName>定义为varchar，并显示在界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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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提供了根据特定条件格式化Grid行的可能性。此外，您可以仅格式化一列或添加标记
列。

[转到GeneXus，打开项目实例并定位到Extra List Condform的Grid节点]

每个Grid都有一个'Conditional Formatting'。单击此属性时，将显示一个窗口，您将在其中添加所有
条件，并将要应用的格式关联到每个条件

有两种格式：添加标记列或格式化整行。在演示文稿的图像中，我们正在格式化整行。这是向Grid
添加条件格式时要配置的第一个属性。

然后，必须添加条件，并为每个条件指定要应用于实现该条件的记录的格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条件，每个条件都有一个已经定义的格式。通过单击要修改的条件中
的列格式，可以更改所选的格式。

[选择第一个条件，单击格式列并选择蓝色格式。然后选择另一个条件，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该格
式的外观]

正如您想象的那样，当您选择一种格式时，条件本身将获得该格式，以便您可以预览它的外观。
您可以添加所需的所有条件，它们的顺序很重要，因为该顺序将用于分析条件（当一行数据完成
多个条件时，符合的第一个条件是将被分配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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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中可用的选项是在WorkWithPlus设置->Grid->Row Formatting Conditions和Badge Formatting 
Conditions设置

在运行时，Grid将如下所示：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然后导航到Projects -> Projects Profitability]

同样的示例，使用格式类型“add badge column”将显示如下：

[单击项目的‘Profitability-> badge column’按钮]

此外，您还可以向Grid的列添加格式。它´与行格式类似，不同之处在于Conditional Formatting将位
于Grid的每一列（属性或变量）上。

WorkWithPlus提供了根据特定条件格式化Grid行的可能性。此外，您可以仅格式化一列或添加标记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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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提供了根据特定条件格式化Grid列的可能性。

[转到GeneXus，打开项目实例并定位在列表Grid节点的ProjectStatus属性节点中]

每个属性都有一个 'Column Tag'配置。单击此配置时，将显示一个窗口，您将在其中添加所有条件，
并将要应用的格式关联到每个条件

[单击Grid的 'Column Tag'配置]

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格式：

• Text – Background Color：添加具有所需文本和颜色的标记

• Icons：您可以选择不同的图标和格式。例如，如果您选择“Icon-Star”，您可以使用全星、空星或
半星。

所以。首先定义要使用的类型，然后必须添加条件，并为每个条件指定要应用于满足该条件的记
录的格式。

定义以下条件：

• ProjectStatus = Status.FinIshed � Type: Icon – Star / Format: Star Full / Tooltip: Full
• ProjectStatus = Status.Canceled � Type: Icon - Star / Format: Star Empty  /  Tooltip: Canceled 
• ProjectStatus = Status.Started � Type: Icon – Star / Format: Star Half / Tooltip: Started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条件，每个条件都有一个已经定义的格式。通过单击要修改的条件中
的列格式，可以更改所选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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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提供了在Grid中展开记录并显示相关信息的选项。相关信息可以是相关Grid或普通信
息。

为了添加一个Grid，当扩展一个记录时将显示另一个相关的Grid，您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首先，您需要创建一个Web Component，该组件将是展开Grid的一条记录时要显示的组件。选择模
板 'Nested grid' 并添加要在Grid中显示的属性。此外，还需要添加一个参数，该参数将是正在扩展
的记录的主键。

然后，在要展开Grid的WebPanel中，添加 Grid中的标准操作“DetailWebComponent”。

更多详细信息：
http://docs.dvelopsoftware.com:8081/WikiPlus/servlet/com.wiki.wiki?2909,How+to%3A+Create+a+grid
+with+expanded+information+%28Gri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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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添加一个Grid，当展开一条记录时，将显示一些相关的简单的信息，你需要遵循一些步骤。 

首先，您需要创建一个Web Component，该组件将是展开Grid的一条记录时要显示的组件。选择模
板 'Nested simple detail'  并添加要为每条记录显示的属性。 

然后，在要展开Grid的WebPanel中，在Grid中添加标准操作“DetailWebComponent”，将其配置为调
用新的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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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可以可视化一个Grid，其中记录按特定列分组。这可以在设计时（在实例中）定义，
或者启用可用于分组的列，然后在运行时选择最终用户要分组的列。当Grid有累加项时，每组记录
将显示其小计。

为了按特定列对Grid的记录进行分组，您有两个选项，这是在Grid节点内的属性“group”上定义的。

Grid Node -> 'Group'设置为'Fixed'
它将按该列对Grid的记录进行分组，最终用户获胜´我不能改变它。
您需要在Grid节点的属性“固定组字段”中指定要分组的列。

Grid Node -> 'Group' 设置为'Multiple options'
最终用户将能够在运行时更改可用于分组的列（在WorkWithPlus实例中定义）中的分组列。
选择此选项时，必须将希望在运行时能够对Grid中的属性进行分组的属性的“Allow Grouping”设置为
true。然后，在Grid节点中，必须为“Default group column”设置一个值，该属性将是要创建的列 用
于在Grid第一次加载时对记录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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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 for Web提供了在popover中显示属性和变量信息的可能性。这些控件可以在Grid内部
或外部。

Popover将显示您选择的Web Component，这为您提供了很大的定制可能性。此外，
WorkWithPlus提供了一组Popover模板，因此您可以基于一些创建的模板创建Web Component。

你可以将它显示在左，右，上或下。也可以通过单击或悬停类型操作从字体图标或添加Popover的
属性/变量调用它。

它具有Security Functionality Key，因此您可以通过GAM的集成安全性来显示或隐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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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生成的另一个对象是View对象。此对象的目的是查看记录的信息，包括插入到该记录
中的直接信息以及该记录的相关信息。相关信息是从与记录有一对一、多对一等关系的Transaction 
中获得的。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视图对象可视化为某个Person的记录。所以，对于“Joaquin”，我们可以将其
主要信息、创建的电子邮件以及与Joaquin相关的联系人可视化。主要信息，属于Transaction 本身。
以电子邮件形式显示的信息也是Transaction 的第二层级。显示为‘Contacts’的信息属于关联
Transaction 。一个联系人与一个人相关联，因此“Joaquin”有许多联系人，这显示为一个联系人Grid，
可以从这里向Joaquin更新、删除或新增联系人。

如果我们分析这个对象的WorkWithPlus实例，View节点和其他对象一样有一个表格节点，它还包含
一个有3个选项卡节点的Tabs节点。第一个选项卡包含记录的主要信息，下一个选项卡包含
Transaction 的第二层级，第三个选项卡包含相关Transaction 。因此，每个视图对象都将由一个包
含其主要信息的表格选项卡、一个用于其第二层级的Grid选项卡和一个用于包含这些Transaction 外
键的每个相关Transaction 的Grid选项卡组成。

有两种方法可以查看此对象，这是在“type”上设置的。

其中一个是可折叠 Panel，与顶部的图像相对应。在本例中，主信息不能折叠，但第二层级信息和
关联Transaction 信息可以折叠。这都是可配置的。

可视化此对象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选项卡。第一个示例中显示的三个组件现在分组在选项卡中，
正如我们可以在底部的图像中看到的那样。让我们看看GeneXus中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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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GeneXus，打开Person的WorkWithPlus，选择view节点，显示其属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type包含两个选项，‘View with tabs’ 和‘Expanded view’。这些是我之前解释过
的选项。

如果我们选择‘Expanded view’，我们将能够确定每个选项卡，是否要将其包含在 Panel中，以及该 
Panel是否可以折叠，以及默认情况下是否折叠。所有这些选项都在每个选项卡节点中。

[选择第一个“Tabular tab”节点，并向它们显示“include in panel”、“collapsable”和“collapsed by 
default”设置]

在本例中，Person的类型为“Expanded view”，我们可以在运行时看到。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浏览人员，单击“Joaquin”链接并向查看这些对象，单击“Email”、
“Contacts”等。]

另一个选项是‘View with tabs’。让我们在运行时也看看这个。

[查看公司信息，点击DVelop]

这是使用‘View with tabs’选项查看视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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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3种类型的选项卡可以添加到视图对象的选项卡节点：Tabular tab、Grid tab和
WebComponent tab。

Tabular tab用于插入普通信息。通常，它将显示Transaction 的主要信息，并使用标准操作来更新或
删除记录。有些情况下，您有并行Transaction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插入多个TabularTabs 节点，
每个并行Transaction 对应一个节点。您可以通过在节点模板的 ‘Tabs for parallel Transaction s’属性上
配置WorkWithPlus设置，来决定是否希望WorkWithPlus为并行Transaction 插入选项卡。

第二种类型的选项卡是Grid Tab。Grid Tab在两种情况下被添加：对于Transaction 的第二层级和对于
我们正在显示的记录的相关Transaction 。当Grid 选项卡显示有关相关Transaction 的信息时，您可以
选择添加StandardActions以将相关记录新增、修改或删除到我们显示的记录中。它类似于List对象，
但只与与该记录关联的记录有关。可以设置相同类型的栅格，并将所有类型的过滤器添加到这些
对象。在幻灯片中的示例中，我们看到“Joaquin”的联系人，并且能够新增“Joaquin”作为个人的记
录，修改现有记录或删除这些记录。

第三种类型的选项卡是WebComponent Tab。这种类型的选项卡将包含一个必须在知识库中创建的
Web Component。当您在应用程序中有一个WebComponent，并且您希望将其重新用于此对象时，
它将应用。在此选项卡中，唯一需要配置的是要创建的对象（必须是Web Component）和接收的
参数。

所有类型的选项卡都可以设置一个条件，以便在运行时显示或不显示它。这个条件可以是一个或
多个变量的值、调用某个procedure的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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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WorkWithLink只能添加到视图对象中，其目的是插入将返回到列表对象的链接。因此，您正在
处理某个Transaction 的对象，管理其记录，然后转到查看某个特定的记录，您可以单击
WorkWithLink返回以管理记录。

[转到GeneXus，转到Person的WorkWithPlus，并选择视图节点的WorkWithLink，以显示其属性]

如果默认情况下保留caption属性，它将从节点列表的Description设置获取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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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Action显示有一个设置行为，指定是在显示模式下调用Transaction ，还是调用视图对象。
默认情况下，此属性将在显示模式下调用Transaction 。此属性位于WorkWithPlus设置中，位于
StandardAction DIsplay 节点的设置内。

[转到GeneXus，转到WorkWithPlus设置，然后选择StandardAction DIsplay 查看设置 'behavior']

有些客户端不使用此对象，因为应用程序不需要它，或者因为它们总是以显示模式调用
Transaction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不生成这种类型的对象。这是WorkWithPlus设置中的一个
属性，位于名为Generate View的模板节点中。

最后，对于不处于编辑模式的属性，有一个名为“Autolink”的属性。当显示的属性是某个
Transaction 的描述属性时，此属性会自动插入到相应View对象的链接。因此，如果此属性出现在
任何Transaction 的List或View对象中，并且是Transaction X的描述属性，则会自动添加指向X的View
对象的链接。

在这个示例中，当我们在人员Grid中显示时，可以看到属性CompanyName对于每个Grid记录都有一
个指向Company视图的链接。

如果不希望某个对象中出现这种行为，可以将False指定给该属性的Autolink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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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生成的另一种类型的对象是Prompt对象。这些对象允许最终用户选择某个Transaction 
的记录。

这可以用在一些Transaction 有外键对应的Transaction 中，或者用在列表对象的过滤器中。

这些对象将显示为弹出窗口，我们可以在图像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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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象始终包含一个Grid和一个StandardAction Select。StandardAction将保存用户选择的记录，
并将其返回到调用提示的对象。在我们看到的示例中，操作按钮是Grid中的绿色图片。
StandardAction Insert是可选的，在用户需要添加尚未创建的新记录时非常有用。

当至少一个外键属性节点的属性“Auto prompt”为True时，调用这些对象的prompt规则将自动添加
到具有此Transaction 外键的Transaction 中。<default>值将从WorkWithPlus Configuration ->Template
中的该属性获取。

例如，如果我们去查看PersonTransaction ，它包含一个Company的外键。

因此，如果名为'CompanyId'的属性节点的属性AutoPrompt为True或默认值为True，则WorkWithPlus
将自动添加prompt规则。

[转到Person的实例，在Transaction 对象中单击CompanyId属性，以查看其AutoPrompt属性。如果是
默认设置，请转到WorkWithPlus Settings ->Template 并检查AutoPrompt属性是否为True。然后转到
Persons的Rules部分，向学生展示已正确添加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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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用此对象，必须插入prompt规则（在Transaction 或列表对象中）。例如，如果Person 
Transaction 具有Company的外键，因为某人在某个公司工作，并且我们希望有可能选择具有此对象
的公司，则必须插入幻灯片上显示的规则。我们可以在运行时查看结果：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通过菜单导航到Persons，单击任何记录的‘Edit’图像，转到第二个选项卡
‘Aditional data’，然后单击公司旁边的提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Person的选择。现在我们可以更改与此人关联的公司。

但我们不会改变数据。

最后，如果要在知识库中使用这些对象，则无需生成GeneXus的提示操作。为了不生成GeneXus的
提示操作，必须将模型属性中的配置“generate prompt programs”设置为“No”

[转到首选项，并在‘knowledge base navigator’中选择KB的第一个子节点，显示其中一个是‘generate 
prompt programs’的属性]

此外，如果您意识到您从未对WorkWithPlus对象使用提示程序，因为您总是将其设置为输入建议或
下拉组合框，可以将WorkWithPlus设置的节点模板的属性‘Generate Prompts’ 设置为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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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还可以生成关联对象。

当您有两个由关联Transaction 关联N到N的Transaction 时，此对象适用。

在我们看到的示例中，我们有一个Company Transaction 和一个通过CompanyCurrency关联的
Currency Transaction 。在这种情况下，一家公司与一些特别的货币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这
个对象，以便为某个公司分配它将使用的货币。

让我们在运行时看看这个。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DVelop公司，然后单击调用关联对象的Us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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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DVelop这行数据，然后单击带有提示信息‘Associated Currencies (Implemented with 
'Association')’的图片“$”]

在这里，我们通过左 Panel显示与DVelop公司无关的货币，通过右 Panel显示与DVelop相关的货币。
如果现在我们想将某个XXX货币与DVelop关联，并且我们不想再使用YYY货币，我们将进行此修改
并按确认。

数据库更新了我们所做的更改。

如果要使用WorkWithPlus创建此对象，则必须打开要将记录关联到的Transaction ，在本例中为
“Company”。

在级别节点中，我们右键单击，添加关联。

这里WorkWithPlus自动识别与公司相关的Transaction  N到N，并显示在组合框中。在这种情况下，
与Company N对N相关的唯一Transaction 是Currency。所以我们选择这个选项，然后按选择。

现在这个对象是在运行时创建的，所有行为都是自动设置的。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构建应用程
序。此对象还有一个与WorkWithPlus设置关联的模板，以便您在其中进行更改并自动影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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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员应该了解并知道如何使用这个对象的一些属性。它们是‘Associated records expression’、
‘Associated records condition’和‘Order List’。
‘Associated records expression’ 将确定列表将显示的表达式。这些可以是一个属性的值，也可以是
多个属性的串联。在公司和货币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关联的记录表达式是属性
CurrencyDescription。

现在，如果我们转到运行时的应用程序，我们将验证这一点。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通过菜单导航到公司，选择DVelop并按“$”，在其提示中显示‘Associated 
Currencies (Implemented with 'Association')’，向他们显示记录的信息是CurrencyDescription]

第二个属性是“Associated records condition”。此属性允许开发人员筛选将在左侧 Panel上可见的要
关联的记录。例如，如果我们管理逻辑删除，并且在这个属性中有一个有效的标志，我们把
CurrencyActive = true，因为我们想让最终用户只与DVelop有效的货币相关联。

最后，“Order List”设置将确定关联和未关联记录的列表的排序方式。选项包括‘Use order clause’、
‘Order programmatiCally’和False。
‘Use order clause’仅适用于记录表达式为单个属性的情况，并将按列表上显示的属性对记录进行排
序。它将通过该属性在for each中插入order子句。

如果表达式连接了某些属性，则不能使用order子句，因为它将失败。例如，如果我们有一个表达
式‘CurrencyId + “ ” + CurrencyDescription’，我们不能插入一个foreach来指定这是'order by'。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选项'Order programmally'，它将获得foreach的所有记录，而不需要任
何特定的顺序，然后将遍历所有记录以便对它们进行排序。这可能会降低性能。

最后，您可以选择不对列表排序。
对于“Not associated List”中记录过多的情况，还可以添加筛选器来筛选未关联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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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列表对象与关联对象具有相同的用途，并且适用于相同的情况，但在要关联或取消关联的记
录数量大得多的情况下非常有用。

这类似于具有“Multirow List”操作的List对象，但主要区别在于，当您在不同的页面中导航时，它会
记住选中的行和未选中的行。此外，确认按钮是一个标准操作，它会影响数据库的修改。

让我们在运行时看看这个。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DVelop公司，并单击调用Association List对象的UserAction。

[选择DVelop行数据，然后单击带有提示‘Associated Currencies (Implemented with ‘Grid Association')’
的图片“$”]

在这里，我们通过一个复选框来查看Grid中应用程序的所有货币。此复选框将确定哪些货币与
DVelop关联。如果现在我们想将某个XXX货币与DVelop关联，并且我们不想再使用YYY货币，我们
将进行此修改并按确认。

[选中货币并从Grid中取消选中YYY。最后按确认]

数据库更新了我们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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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使用WorkWithPlus创建此对象，则必须打开要关联记录的Transaction ，在本例中为
“Company”

[转到GeneXus，转到公司WorkWithPlus对象，选择级别节点]

在Level节点中单击鼠标右键，添加AssociationList

[在级别中单击鼠标右键->添加AssociationList]

这里WorkWithPlus自动标识与公司的关系Transaction ，并显示在组合框中。在这种情况下，唯一
Transaction 与公司有关系是公司货币。那么对于这个关联Transaction ，我们必须选择哪个是关联
Transaction ，在这种情况下是货币。所以我们选择这个选项，然后按select

[选择公司货币作为关联Transaction ，选择公司作为关联Transaction ，然后按选择]

现在这个对象被创建了，就像我们在运行时看到的那样，以及它的所有行为。我们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构建应用程序。此对象还有一个与WorkWithPlus设置关联的模板，以便您在其中进行更改并自
动影响它们。

83





据我们所见，我们在生成所需对象方面有100%的灵活性，可以将每个控件定位在web表单中所需
的任何位置。但是，如果我们想将列表对象中的insert按钮移动到左上角Grid的上方，而不是在所
有实例中移动右上角Grid的上方，该怎么办？我们不想一个实例一个实例地做这个…这就是为什么
WorkWithPlus创建了模板。

模板是模式(Pattern)生成的对象所基于的通用树结构。我们可以在模板中进行修改，并自动影响从
该模板生成的所有对象。

让我们看看GeneXus中的模板。

在WorkWithPlus设置中，所有模板都位于其中，分为两组：Transaction 模板和WebPanel模板。

Transaction 模板为从Transaction 实例生成的每个对象包含一个模板。一个模板用于Transaction 对
象，一个模板用于列表对象，另一个模板用于Prompt、View等。

例如，如果我们看一下Transaction 模板…

[预览一下Transaction 节点的Transaction 模板：Main]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Transaction 都有一个名为TableMain的主表格，其中包含标题，然后是一个包
含内容的表格，最后是位于底部的操作。如果我们希望所有Transaction 的操作都位于属性之上，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将包含属性的表格移动到包含内容的表格之上，然后点击“更新实例”

[将操作组移到TableContent的顶部，单击实例属性按钮，然后单击显示更新实例但不执行更新实例
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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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这个模板中看到的，它在TableContent中包含一个节点，它是“Attributes”，而不是属性
本身。这是因为模板是通用的，它们不会有特定的节点，而是对所有特定类型的对象重复的节点。
在这种情况下，插入“Attributes”是为了知道属性的位置和属性。

然后，其他类型的模板是WebPanel模板。这个模板是用来做什么的？

如果我们分析一个应用程序的网页，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可以将它们中的大多数分组到包含类似
WebForms的组中。例如，一组网页的数据插入，作为Transaction 处理；WebPanels管理记录，作
为列表对象，WebPanels查看一些记录的信息，作为查看对象。这些组出现在大多数应用程序中。
但在相同的应用程序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具有类似WebForms的网页组，但它们是我正在开发的
应用程序所特有的。例如，我可以有一组WebPanel，最终用户在其中向某些属性插入筛选器的值，
然后按下按钮生成报告。在我正在开发的应用程序中，有10个、20个或100个网页具有与WebForm
相同的结构，但对我正在开发的应用程序来说是特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的是
WebPanel模板。

此外，还有两种Web Panel 模板：常规Web Panel 模板和向导Web Panel 模板

默认情况下有几个WebPanel模板，但是您可以为正在开发的应用程序创建所需数量的模板。你可
以修改那些默认的或者删除它们。

空模板包含应用程序的框架。我的意思是，包含一个标题，一个表格，你可以把内容和一个规范
的变量和属性放置其中。其思想是，如果您有一个WebPanel没有与其他WebPanel相同的模式，例
如一个具有许多控件的复杂WebPanel，那么您可以基于该模板创建一个WebPanel。如果有一天我
们想更改标题的外观，或者我们想在应用程序的所有对象中插入一些操作，我们不必检查进行更
改的应用程序的每个网页，只需修改模板和更新所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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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有两个向导Web Panel模板：Wizard Arrow Type和Wizard Bullet Type，但是您可以创建任意数
量的向导模板。这样做的目的是，您可以用WorkWithPlus和GeneXus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创建向导。

每个向导模板都包含一个主要部分，即模板的第一个选项卡。主要部分包括：

• 向导的标题，创建向导Web Panel时您应该修改它

• 一个名为 'Step Titles'的节点，它是显示向导不同步骤的WebComponent

• 以及一个名为“Steps position”的节点，该节点定义了表单中显示步骤内容的位置。

在上面的例子中，还有一个文本块  'Step Description' ，它将显示当前步骤的说明（因为这是由事件
块中添加的代码设置的）。

此外，每个向导模板都包含一组 'StepTemplates'，开发人员在创建向导步骤时将选择这些模板。您
可以在向导模板中创建新的“StepTemplates”，也可以添加新模板。

每个“StepTemplate”都有其内容，以及标准操作WizardPrevious和WizardNext。 

默认情况下，这两个向导模板都提供了一些步骤模板包括：Welcome、Data、Select Grid Items、
Add Grid Items、Summary 和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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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步骤模板的目的是介绍向导。在向导Web Panel中使用此步骤模板时，应修改文本块，并解释向
导的用途。

此步骤模板可用于显示信息或要求用户完成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基于某些Business 
Component添加变量并选择元素，或者基于域、属性等添加变量）。

当您希望在Grid中显示项目并且最终用户需要选择该Grid中的某些项目时，可以使用此步骤模板

当最终用户需要在一个步骤中逐个添加项目集合并将显示它们时，可以使用此步骤模板。例如，
当创建一个新的人时，添加他们的每个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此步骤模板包含一个示例代码，以
便向您展示如何实现它。

此步骤模板显示用户在前面步骤中输入的所有数据的摘要，可以编辑每个步骤。

此步骤模板可以用作向导的最后一步，包括有关流程、相关操作等的信息。

因此，这是WorkWithPlus提供的两种Web Panel模板。现在让我们看一个基于常规web Panel模板的
web Panel示例。

我们创建一个WebPanel：WebPanel1

我们保存，然后转到这个对象的WorkWithPlus实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例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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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右击主节点，选择模板

这里WorkWithPlus将向我们展示我们在WebPanel模板中创建的所有模板。例如，我们选择“List”

[选择List并按select，然后根据属性或域选择选项变量]

然后我们在Grid中插入一些变量

[选择公司Id、公司名称、公司描述。然后选中‘Apply thIs Pattern on save’选项，最后保存对象]

然后我们应用模式，如果我们转到WebPanel，我们可以看到，点击3次，我们创建了一个与
WorkWith非常相似的WebPanel，但都带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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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使用WorkWithPlus模板开发惊人的数据可视化web界面

[转到GeneXus并创建新的Web Panel并保存]

我们必须点击链接来创建实例，然后选择一个模板

[使用CardWithMianImage模板选择卡片，然后按选择]

选择所需的模板后，设置Transaction 属性（以便创建具有基本表的web panel ），并定义要在模板
的每个部分中显示哪些项（WorkWithPlus将根据其数据类型推断其中的一些项，但如果需要，可以
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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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orkWithPlus中，您能够在没有基本表的web panel中创建列表屏幕。这样，即使没有基本
Transaction ，也可以使用列表的所有特性作为动态过滤器、列选择器、分页栏等。

当您想列出以编程方式生成的数据或从不同的源检索作为Web Services时，这个功能非常有用。

Ø基于SDT的列表

可以基于SDT创建列表。如果您需要基于它创建一个列表，您应该创建一个新的Web Panel，对其
应用WorkWithPlus，然后选择“List”模板。您将能够定义如何创建此列表。在本例中，您应该选择
“SDT”，然后选择所需的SDT。

WorkWithPlus将基于SDT结构自动创建所有实例。

然后，您需要添加必要的代码来开发Web Panel的逻辑。例如，如果此SDT是从 Data Provider加载的，
则应该在Start事件中调用所需的 Data Provider。

除了定义如何加载Grid外，还需要为操作、过滤器和其他可能要包含的功能添加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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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基于变量的列表

可以基于变量创建列表。  为了实现它，您应该创建一个新的Web Panel，对其应用WorkWithPlus，
然后选择“List”模板。

有两种可能的选择：

1） 基于属性或域的变量

如果将使用基于属性或域的变量生成Grid，则应使用此选项。

2） 使用自定义变量

如果要在Grid中直接定义变量，应该使用此选项。

在这两种情况下，您都需要添加必要的逻辑，以便在Grid.Load事件中加载Grid。 除了定义如何加载
Grid外，还需要为操作、过滤器和其他可能要包含的功能添加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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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4种类型的模板，Transaction  模板，WebPanel模板，Wizard&Steps模板，Report 模板。

Transaction  模板包含每个生成对象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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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提供了自动模拟新增、更新、 删除并显示Business Component中的记录的行为的功能。
选择 'create, modify and delete data'类别的模板之一后，将显示以下消息。

如果按“'Yes'”，将发生以下情况：

1-Web Panel 将有一个parm规则，其中将接收BC的主键和&Mode变量

2-Enter事件将包含代码，以便分析所需的变量，如果一切正常，则保存更改（如果在delete模式下
输入，则进行delete）。保存后，它将调用一个子例程'After trn'，该子例程将执行Return和commit
命令。

3-在启动事件中，将有代码加载记录，并在显示或删除模式下禁用字段。

因此，只需创建一个Web Panel，选择一个模板“createdata”并按“Yes”，就可以完成新增、更新、删
除和显示数据。像往常一样，您将能够在WorkWithPlus自动生成的代码的顶部或底部创建的任何事
件或Sub中添加用户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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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能够显示与所需变量（'Is required'设置为true的变量）关联的验证消息，该字段就像
由GeneXus自动添加在Transaction 中显示的一样。

为此，WorkWithPlus设置->模板节点中的“Validation Message DIsplay”属性有两个新值：'One at a 
time (on the field)' 和'All at once (o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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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4种类型的模板，Transaction  模板，WebPanel模板，Wizard&Steps模板，Report 模板。

WebPanel模板类似于开发人员创建的自定义模式，用于创建类似WebPanel的组：数据可视化、
Dahboard等。。

96



因此，有4种类型的模板，Transaction  模板，WebPanel模板，Wizard&Steps模板，Report 模板。

Wizard&Steps模板允许您为创建向导及其步骤创建不同的布局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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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4种类型的模板，Transaction  模板，WebPanel模板，Wizard&Steps模板，Report 模板。

Report 模板允许您为创建PDF报表创建不同的布局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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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类型的模板中，您都可以添加‘Event and sub blocks’。当您需要在某个模板的所有对象中添
加一些代码时，这非常有用。

[转到GeneXus，转到WorkWithPlus设置，选择CardsMenu模板，选择事件'LoadFS'，显示其设置内容]

例如，如果我们转到CardsMenu模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名为“LoadFS”的事件块（名称仅用
于在实例中标识它）。我们还可以看到type属性，以指定代码是否包含在事件或Sub中，以及需要
代码的事件或Sub的名称。最后，我们有一个Code属性来指定代码，在那里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插入
任意多的行。

在事件块中使用但在屏幕中不存在的变量可以定义为‘Variables, not included on web form的子级。

在本例中，我们使用的是变量，但这不在WebForm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包含在这些节点上。
如果现在打开WebPane1的事件，我们可以验证事件块是否存在

如我们所见，更新实例操作将在修改模板后更新实例。此操作将每个实例与模板进行比较，并更
新其属性、节点和它们的顺序，同时考虑开发人员对特定实例所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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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实例的某个特定节点做了一些修改，那么该更改不会被模式覆盖。但是在模板中所做的
所有其他修改都将在实例中更新。

当我们必须应用更新实例时？我们有两种情况。当我们在模板中进行更改时，以及当我们在
Transaction 结构中进行修改时。例如，在创建一个属性后，删除一个属性或只是修改其描述、标
题、上下文标题等。

在主节点“WWP Configuration”中有一个名为‘Apply all WorkWithPlus Pattern Instances’的操作。此操
作与更新实例不同。

更新实例不会应用模式，它只会更新实例。因此，在更新实例之后，对象将不会被更新。如果您
想更新对象，您有两个选项，编译应用程序（这将导致GeneXus自动应用实例）或执行‘Apply all 
WorkWithPlus Pattern Instances’操作。

因此，“Apply all WorkWithPlus Pattern Instances”就像是逐个打开每个实例，然后选中和取消选中
“Apply Pattern on save”以保存它并更新它的相关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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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将WorkWithPlus应用到Web Panel中。现在，我们将把它应用到创建发票报表的procedure
中。

[转到GeneXus并创建名为InvoiceReport的procedure，对其应用WorkWithPlus并选择模板
“InvoiceStyle1”]

正如您所看到的，您可以使用实时预览和分层声明，以处理Transaction 和web Panel的相同方式处
理PDF报表。以这种方式。如果需要修改布局，可以对其进行更改和自定义。

WorkWithPlus创建所需的布局，您只需在procedure的源代码部分添加必要的代码即可正确加载发
票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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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GeneXus并在源代码部分添加以下代码]

&CompanyName = 'The Coca-Cola Company'
&Phone = '+598-2604-1325'
&Mail = 'info@coca.com'
&Website = 'http://www.cocacolacompany.com'
 
&AddressLine1 = 'Av. Italia 6201'
&AddressLine2 = 'Montevideo, Uruguay'
&AddressLine3 = '11300'
 
print printTitle
 
for each Sale

&TaxInvoice = SaleTotalAmount*0.23
&BilledTo = PersonFullName
&BilledToAddressLine1 = 'Av. Italia 2387'
&BilledToAddressLine2 = 'Montevideo, Uruguay'
&BilledToAddressLine3 = '12500'
&InvoiceNumber= "#"+SaleId.ToFormattedString()
&Date = SaleDate
&InvoiceTotal = "$"+SaleTotalAmount.ToFormatted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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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printDetailInfo
print printLines_titles
for each Sale.Products

&ProductName = ProductName
&UnitCost = ProductPrice.ToFormattedString()
&Quantity = SaleProductQuantity
&LineTotal = SaleProductTotal.ToFormattedString()
print printLines_data

endfor
&Tax=&TaxInvoice.ToFormattedString()
&SubTotal = SaleTotalAmount.ToFormattedString()
&LinesTotal = &InvoiceTotal
print printTotals

endfor
 
重要：您还应该添加Output_file规则，并将procedure 的 Call Protocol设置为HTTP。

最后，您应该在Sales列表中添加一个用户操作来调用这个procedure。对于此用户操作，我们将使
用包含Font Icon的功能。

[转到Sale Transaction 的列表，在Grid中添加新的用户操作。在GeneXusObject属性中，应该调用之
前创建的procedure ，还必须将“Control Type”属性设置为“Image”，将“Image Type”属性设置为“Font 
Icon”。在“Image Class”属性中定义“fa fa-credit-card”。您还需要通过在用户操作上单击鼠标右键来
添加SaleId作为参数→Add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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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还提供了与GeneXus Access Manager（GAM）集成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Gam解
决了为对象和Transaction 模式分配安全性的问题。它还为您提供了管理用户和角色的功能。

WorkWithPlus将为您提供一个选项，让您拥有所有其余的安全类型（安全到操作、选项卡和属性），
其思想是它将使用GAM API来检查其他安全项，但它们将以与对象和Transaction 模式相同的方式进
行管理。

此外，WorkWithPlus还提供了在考虑屏幕权限的情况下生成菜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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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提供不同的登录界面布局。您可以在设计系统向导的步骤3中选择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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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提供了审核对Transaction 执行的操作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审计某些Transaction ，特别
是我的应用程序的所有Transaction 。

例如，如果只想对Company Transaction 启用审计，则打开它，并在其主节点中将其Enable Auditing
设置为true。

[转到GeneXus，打开Company Transaction ，选择主节点，并显示其属性。将属性“Enable Auditing”
设置为true]

如果我们将此值保留为默认值，它将从WorkWithPlus设置、Enable Auditing 获取其值。

[转到WorkWithPlus设置，选择模板节点并显示属性Enable Auditing ]

如我们所见，这个属性并不是为所有应用程序启用的。所以，我们为Company Transaction 启用了
审计。这意味着，在新增、更新或删除公司记录之后，WorkWithPlus将调用一个集中式procedure ，
在该procedure 中，开发人员将决定如何处理审计信息。

这是一个集中且独特的procedure ，开发人员将对获得的信息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例如，您可
以将日志写入数据库，或者在修改合理的数据时向某些人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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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象接收一个加载了所有信息的AuditingObject，它是一个包含以下属性的SDT：

新增、修改或删除的记录所属的表的名称。
操作本身，如果是新增、删除或修改。
对于Transaction 的每个属性，它都包含名称（如果它属于主键）以及新旧值。插入新记录时旧值
不适用，删除某个记录时新值不适用。

所以，有了这些信息，你可以随心所欲。在这个示例中，我所做的是创建一个Transaction 的审计
Business Component，其中包含一些我需要的属性，并在这个procedure 中创建了这个Transaction 
的记录。然后我将WorkWithPlus应用于这个Transaction ，但是在List对象中我删除了标准操作新增、
修改和删除。

[在运行时转到应用程序，通过菜单导航到Audit，显示List对象，然后单击任何记录以显示该记录的
所有信息]

如您所见，我有两个属性，一个保存了所有关于更改属性的信息，另一个只保存了记录的主键，
以便在Grid中显示。这只是对我的应用程序有用的一些审计行为的一个例子，但其思想是开发人员
将做对他的应用程序特别有用的事情。

最后，我们可以选择为审计分配一个条件，这样程序只有在该条件完成时才会调用对某个记录的
审计。这是每个Transaction 的属性，在WorkWithPlus设置中也有一个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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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ithPlus原则是：

100%的对象生成灵活性，因此您可以使用WorkWithPlus生成任何类型的应用程序
WorkWithPlus生成的所有对象都基于模板，允许您集中设计、行为和结构方面。
您将使用WorkWithPlus生成应用程序的所有web panel，其中一些使用与Transaction 
相关联的对象，另一些使用基于模板的web panel。

你必须遵循的方法是，

每次对模板进行更改时，都必须执行“更新实例”

每次您更改Transaction 的结构、添加或删除属性或修改其描述或上下文标题时，都
必须执行“更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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