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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资讯 
警告提示系统 

为了您的人身安全以及避免财产损失，必须注意本手册中的提示。人身安全的提示用一个警告三角表示，仅
与财产损失有关的提示不带警告三角。警告提示根据危险等级由高到低如下表示。 

 危险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将会导致死亡或者严重的人身伤害。 
 

 警告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死亡或者严重的人身伤害。 

 
 小心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轻微的人身伤害。 
 

 注意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当出现多个危险等级的情况下，每次总是使用最高等级的警告提示。如果在某个警告提示中带有警告可能导
致人身伤害的警告三角，则可能在该警告提示中另外还附带有可能导致财产损失的警告。 

合格的专业人员 
本文件所属的产品/系统只允许由符合各项工作要求的合格人员进行操作。其操作必须遵照各自附带的文件说
明，特别是其中的安全及警告提示。 由于具备相关培训及经验，合格人员可以察觉本产品/系统的风险，并
避免可能的危险。 

按规定使用 Siemens 产品 
请注意下列说明： 

 警告 
Siemens 产品只允许用于目录和相关技术文件中规定的使用情况。如果要使用其他公司的产品和组件，必
须得到 Siemens 推荐和允许。正确的运输、储存、组装、装配、安装、调试、操作和维护是产品安全、正
常运行的前提。必须保证允许的环境条件。必须注意相关文件中的提示。 

商标 
所有带有标记符号 ® 的都是 Siemens AG 的注册商标。本印刷品中的其他符号可能是一些其他商标。若第三
方出于自身目的使用这些商标，将侵害其所有者的权利。 

责任免除 
我们已对印刷品中所述内容与硬件和软件的一致性作过检查。然而不排除存在偏差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保
证印刷品中所述内容与硬件和软件完全一致。印刷品中的数据都按规定经过检测，必要的修正值包含在下一
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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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r Cockpit 是来自 Siemens 工业 IoT 平台 MindSphere 的系统工具。 
Developer Cockpit 允许用户生成具有适当项目结构的工作框架代码，并为基于微服务的 
Web 应用构建工具集成。您也可以注册和注销您在 MindSphere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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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2 
 

 

MindSphere 使开发者能够在 MindSphere 平台内创建和管理应用并使用各种服务。
MindAccess Developer Plan 
(https://www.dex.siemens.com/mindsphere/mindaccess/MindAccess-DevOps-
Plan?viewState=DetailView&cartID=&portalUser=&store=&cclcl=en_US&selected=
mindsphere) 包含使用各种 buildpacks 开发应用的 Cloud Foundry Compute 
Resources 。 

Developer Cockpit 概述 

Developer Cockpit 可帮助开发者管理在平台上开发的应用。在 MindSphere 上下文中，

应用可能包含具有多个端点的多个 Cloud Foundry, Self Hosted 和移动应用。  

为了便于区分，我们针对 Cloud Foundry, Self Hosted 和移动类型应用以及为组合一个
或多个组件（使用 CF 和自托管应用）而开发的应用使用术语组件。应用需要在平台上注
册才能从外部访问。  

管理这些注册的平台服务称为 MindSphere Gateway ，并且只允许访问注册的应用。组
件定义了实现 Web 应用或服务的微服务的位置和路径。 

功能与优势 

路径值需要在 MindSphere Gateway 和相应的组件间匹配。有关网关到组件路径的可能
映射，请参见开发文档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  

Developer Cockpit 提供以下功能： 

• 创建、配置和上传标准及 Fleet Manager 插件应用。 

• 将应用传输到生产环境。 

• 已开发应用概述。 

• 配置应用，例如“应用图标”或“显示名称”。 

• 在端点级别保护应用。 

• 将应用引入 MindAccess Developer Plan. 的 Launchpad 

• 管理应用特定角色。 

• 推广应用并将其从开发者转移到生产环境。 

https://www.dex.siemens.com/mindsphere/mindaccess/MindAccess-DevOps-Plan?viewState=DetailView&cartID=&portalUser=&store=&cclcl=en_US&selected=mindsphere
https://www.dex.siemens.com/mindsphere/mindaccess/MindAccess-DevOps-Plan?viewState=DetailView&cartID=&portalUser=&store=&cclcl=en_US&selected=mindsphere
https://www.dex.siemens.com/mindsphere/mindaccess/MindAccess-DevOps-Plan?viewState=DetailView&cartID=&portalUser=&store=&cclcl=en_US&selected=mindsphere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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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Sphere 使用多层安全概念，通过使用应用特定角色保护应用来支持开发者，在本文
档中称为“范围”。 

开发者需要定义至少两个应用特定角色和应用特定范围，以防止其应用被未经授权的用户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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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决条件 3 
 

 

必须满足以下先决条件才能访问 Developer Cockpit： 

• 订阅 MindAccess Developer Plan 

• 登录 Developer Plan Launchpad 

• 角色：通过 MindSphere 组件 Settings 分配 mdsp:core:Developer 或 
mdsp:core:Develope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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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Sphere 中的应用生命周期 4 
 

 

应用生命周期描述了从应用开始开发到应用发布的过程。 它定义了可以分配到 
Developer Cockpit 的所有步骤和过程。  

应用生命周期描述了开发者和操作员之间的关系。 因此，应用生命周期将过程分解为以
下计划：  

• Developer Plan 

• Operator Plan 

• IoT Value Plan 

 下图描绘了应用生命周期的相应过程： 



MindSphere 中的应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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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开发应用： 

• 开发者在本地环境中开发应用 
② 注册和测试应用： 

• 开发者在 Developer Cockpit 中实现应用 
• 开发者在开发测试系统中测试应用 
• 开发者将应用分配给操作员 
• 开发者将已注册应用的二进制文件发送到应用仓库 

③ 出售和提供应用： 
• 操作员从应用仓库下载应用，然后使用 Cloud Foundry 命令行部署应用 
• 操作员将应用部署到生产系统 
• 操作员设置到租户的路由 
• Operator Cockpit 在 MindSphere Store 中发布应用 
• Operator Cockpit 在客户 Launchpad 中提供应用 

④ 购买和使用应用： 
• 用户可以从 MindSphere Store 中订阅应用 
• 用户可以通过 Launchpad 访问应用 



 MindSphere 中的应用生命周期 
 

Developer Cockpit 
系统手册, 08/2020, V1801.Aug/2020.1 15 

服务限制 

Developer Cockpit 根据要求存在一些技术限制。下表提供了技术服务限制的信息： 
 
服务 限制（请求数/租户数/10 分钟） 

新建应用 20 

为租户获取应用的元数据 200 

更新应用 100 

“注册/注销”应用 20 

以克隆应用的方式创建新版本 10 

获取特定应用的详细信息 100 

删除应用 20 

获取某一应用的“角色和范围” 100 
 

 

 
说明 
可以根据要求升级技术服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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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界面“Developer Cockpit” 5 
5.1 用户界面“仪表盘” 

可以从 MindSphere Launchpad 访问 Developer Cockpit 应用。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 
MindSphere Launchpad 中的 Developer Cockpit 磁贴。 

 
单击 Developer Cockpit 磁贴可显示仪表盘画面。“仪表盘”为您提供了 Developer 
Cockpit 中所有可用应用的快速概览。下图显示了 Developer Cockpit 的仪表盘。 

“仪表盘”画面 

 
① 用于选择仪表盘部分的导航器选项卡 
② 应用处理 
③ 可用应用 
④ 搜索和筛选条 



 用户界面“Developer Cockpit” 
 5.1 用户界面“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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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下表显示了启动画面的按钮： 
 
符号 描述 

 

根据应用的状态过滤搜索结果。  
可用状态有： 
• 全部 
• 开发中 
• 失败 
• 等待审核 
• 准备中 
• 检查中 
可用类型包括： 
• 全部 
• Standard 
• Fleet Manager 
• 移动 
• API 
还包括已注册和已注销。 

 

按名称搜索应用。 



用户界面“Developer Cockpit”  
5.2 用户界面“通过审核应用” 

 Developer Cockpit 
18 系统手册, 08/2020, V1801.Aug/2020.1 

参数 
 
参数 描述 

状态 可用的应用进度： 
• 仅已注册应用 
• 开发中 
• 准备中 
• 等待审核 
• 检查中 
• 检查失败 

版本 应用的版本 

注册 是否已注册 

5.2 用户界面“通过审核应用” 
“通过审核应用”画面显示准备移交给操作员的所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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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审核应用”画面 

 

 
① 用于选择“通过审核应用”部分的导航选项卡 
② 在“通过审核应用”区域中显示的应用 
③ 仅显示已归档应用的切换按钮。 
④ 搜索选项 



用户界面“Developer Cockpit”  
5.3 用户界面“授权管理” 

 Developer Cockpit 
20 系统手册, 08/2020, V1801.Aug/2020.1 

符号 

下表显示了启动画面的按钮： 
 
符号 描述 

 

根据应用的状态过滤搜索结果。  
可用状态有： 
• 全部 
• 开发中 
• 失败 
• 等待审核 
• 准备中 
• 检查中 
可用类型包括： 
• 全部 
• Standard 
• Fleet Manager 
• 移动 
• API 
还包括已注册和已注销。 

 

按名称搜索应用。 

 

 

 
说明 
• 对于此前已发布的应用，无法更改状态“需要修复”或“已弃用”。这些状态仍保留在“仪
表盘应用”选项卡中。 

• 对于新创建的应用，可以查看自当前版本升级后的状态。 
 

5.3 用户界面“授权管理” 
“应用角色”画面可以针对选定的应用为应用特定角色分配所需的范围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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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Foundry、自托管和移动应用的“授权管理”画面 

 
① 用于选择授权管理部分的导航选项卡  
② 授权管理中提供的导航选项卡 
③ 带搜索字段的应用列表 
④ 显示区域 
 

 
说明 
只有分配了第三方 API 角色的标准应用可访问 API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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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的“授权管理”画面 

 
① 授权管理中提供的导航选项卡 
② 用于选择授权管理部分的导航选项卡 
③ 带搜索字段的应用列表 
④ 显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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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er Cockpit”中的用户权利 6 
 

 

Developer Cockpit 有两个不同的用户角色，开发者和开发者管理员。开发者和开发者管
理员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能否将开发的应用传输到 MindSphere 应用仓库并将应用分配
给一个或多个操作员账户。  

开发者 

“开发者”角色中包含以下功能： 

• 管理应用。 

• 管理应用版本。 

• 注册和注销应用。 

• 管理应用角色。 

• 准备二进制和元数据上传。 

开发者管理员 

“开发者管理员”角色中提供了以下功能： 

• 如上一部分所述的所有开发者功能。 

• 批准准备向应用仓库执行的上传. 

• 将上传的应用分配给操作员。 

权限 

下表显示了角色的分配： 
 
 

权限 
角色 

开发者 开发者管理员 

创建应用 ✓ ✓ 

分配角色和范围 ✓ ✓ 

注册应用 ✓ ✓ 

注销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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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角色 
开发者 开发者管理员 

列出所有应用 ✓ ✓ 

管理上传（上传产品，保存元数据） ✓ ✓ 

推广应用  ✓ 

管理分配  ✓ 

删除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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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er Cockpit 工作流程 7 
 

 

以下架构描述了开发者和操作员之间利用 Developer Cockpit 和 Operator Cockpit 进行

的通信。 

 

 
 

① 创建应用 | 添加角色和范围并注册应用： 
• 使用 Developer Cockpit 创建新应用。 
• 为创建的应用添加角色和范围。 
• 使用 Developer Cockpit 进行应用注册。 

② 向 MindSphere 上传元数据和应用二进制文件： 
• 上传元数据。示例 - manifest 文件。 
• 输入服务名称。 
• 使用应用二进制文件上传 zip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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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将应用移交给 OperatorCockpit： 
• 将成功上传的应用数据分配给已知操作员。 
• 操作员接受 Operator Cockpit. 中的分配。 

④ 接受移交： 
• 在从操作员接收到接受之后，开发者将应用分配给操作员。 
• 然后，可以为 Operator Cockpit 中的操作员部署应用。 

⑤ 生产系统中的部署： 
• 在 Operator Cockpit 中，操作员将此应用部署到生产系统。 
• 操作员可以将此应用发布到 MindSphere Store 或向已知客户提供应用。 

⑥ 向客户开通服务： 
• 在 Operator Cockpit 中，操作员向已知客户开通应用服务。 
• 如果操作员已向 MindSphere Store 发布了应用，则会收到提供给新客户的订

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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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应用 8 
8.1 应用历程状态 

应用的状态流 

应用必须在 Developer Cockpit 中按顺序遍历以下状态，然后才能在 LaunchPad 中使

用： 

• 创建 (页 35) 

• 注册 

• 应用移交 (页 82) 

– 开发中 

– 准备中 

– 等待审核 

– 检查中 

– 检查失败 - 如果上传不匹配 

对于通过检查的应用，下一个状态是“准备分配”。 

对于自托管应用，应用达到“准备分配”状态后，就可以将其分配给操作员。这是因为自托
管应用是第三方应用，具有已经在 MindSphere 中注册的可供执行的 URL。如果在执行
过程中检测到任何错误，只需进行修复即可。因此，与 MindSphere Cloud Foundry (CF) 
应用不同，自托管应用在达到“准备分配”状态后无需进一步检查。 

 

 
说明 
• 对于此前已发布的应用，无法更改状态“需要修复”或“已弃用”。这些状态仍保留在“仪
表盘应用”选项卡中。 

• 对于新创建的应用，可以查看自当前版本升级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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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MindSphere 应用 

应用类型 

可通过 Developer Cockpit 创建四种类型的应用： 

• 标准 

• Fleet Manager 插件 

• 移动 

• API 

应用创建后，会在 Developer Cockpit 仪表盘中可用。注册应用后，标准 UI 应用将在 
MindSphere Launchpad 中提供，Fleet Manager 插件应用将在 Fleet Manager 仪表盘
中提供。 

移动类型应用仅可用于 iOS 和 Android 移动设备。 

应用基础设施的类型 

Developer Cockpit 提供以下基础设施： 
 
 MindSphere Cloud 

Foundry 
自托管 无 

标准应用 ✓ ✓ - 

Fleet Manager 插件应用 ✓ ✓ - 

移动应用 ✓ ✓ ✓ 

API 应用 ✓ ✓ - 

所有应用类型均支持 MindSphere Cloud Foundry 和自托管应用。移动应用额外支持
“无”。 

更多信息 

Cloud Foundry 支持由一个或多个微服务组成的 MindSphere 应用。每个微服务都由一
个 Cloud Foundry 应用表示，此应用要求在一个 Cloud Foundry Space 中运行。目前，

MindSphere 仅支持具有单一 Cloud Foundry Manifest 配置的 Cloud Foundry 应用。您
需要为 Cloud Foundry Manifest 文件中的 Cloud Foundry 主机使用 <appname>-

<tenantname>。也可以在 Cloud Foundry Manifest 文件中使用 <tenantname> 或随

机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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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r Cockpit 还支持自托管应用的平台，该平台可于注册和发布后在 Launchpad 
中使用。自托管应用将托管在租户的私有基础设施上，即组件 URL 不能通过 
mindsphere.io 终止。 

移动类型应用也可托管在 Developer Cockpit 上。但此类应用仅可用于 iOS 和 Android 
移动设备。 

API 类型的应用可托管在 Developer Cockpit 上。API 依赖项可通过标准应用、Fleet 
Manager 插件应用和移动应用访问。 

基于 Mendix 的应用 

Mendix 这一软件平台提供的工具可用于构建、测试和部署应用。此功能仅适用于 
MindSphere Cloud Foundry 和自托管应用。有关 Mendix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为 
MindSphere 开发 Mendix App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howto/howto-app-
mendix-development.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howto/howto-app-mendix-development.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howto/howto-app-mendix-develop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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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应用参数 

“创建应用”画面 

 
① “回到概览”按钮：打开仪表盘 
② 输入字段参数 
③ “保存”和“重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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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表 
 
参数 描述 

Type 可以创建四种类型的应用： 
• 标准：标准类型应用将在移交完成后托管在 LaunchPad 中。这种
类型的应用为其用户提供用户界面。 

• Fleet Manager 插件：创建的应用将显示在 Fleet Manager 中。 
• 移动：移动类型表示连接到 MindSphere 的移动本机应用。创建
的应用不会显示在 Launchpad 上。 

• API：API 类型代表连接其它类型的 MindSphere 应用的 API 关联
应用。创建的应用不会显示在 Launchpad 上。 

基础设施 提供两种类型： 
• MindSphere Cloud Foundry：应用将托管在 MindSphere 提供的 

Cloud Foundry 空间中。 
• 自托管：自托管应用是第三方应用。Developer Cockpit 为在租户
的私有基础架构上托管其应用提供了一个平台。. 

选择一个给定的基础设施来创建 Cloud Foundry 应用或自托管应用。 
对于移动类型应用，后端组件可在以下任一基础设施中托管：  
• MindSphere Cloud Foundry 
• 自托管 
• 移动类型不得具有后端 

显示名称 输入您希望为 Launchpad 中的应用显示的名称。 
此字段不支持任何特殊字符，并且仅限 50 个字符。 

内部名称 稍后在 URL 中使用，并且对于您的租户必须唯一。 
输入带有以下条件的应用名称： 
• 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 
• 只允许使用小写字母。 
• 最多允许使用 20 个字母数字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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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版本 输入应用的版本。 
版本应支持字母数字字符串数据。不支持命名格式之间的空格。最多
允许使用 30 个字母数字字符。不允许使用大写字母为版本命名。 
但支持以下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_ 
• @ 
在 Operator Cockpit 中使用特殊字符时存在限制。在 Developer 
Cockpit 中，如果任何应用的 version string 中存在特殊字符（“@”和
“.”除外），则开通服务工作流将失败。  
对于 API 应用，需要遵循以下格式：  
 v<version>.<revision>.<patch>-<label(optional)> 
 例如：v1.0.0, v2.1.0-alpha 
• <version> 为版本，是范围为 1-9 的数字。 
• <revision> 为修订版本，是范围为 0-99 的数字。 
• <patch> 为补丁编号，是范围为 0-99 的数字。 
• <label> 是标签，为可选项，是区分大小写的字母。 

基于 Mendix 的应用 如果要创建 Mendix 应用，请选中“基于 Mendix 的应用”复选框。 

描述 为应用添加描述。这是一个可选字段。它将用于 Launchpad 和后续
过程。 

编辑图标 默认情况下，会加载应用图标。根据适用性上传其它图片来表示应
用。推荐的 512x512 分辨率适用于高分辨率和低分辨率屏幕。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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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名称 输入组件的名称。 
组件命名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组件名称必须与 Cloud Foundry 应用名称匹配。 
• 组件名称应包含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_”和“.”。 
• 最多允许使用 40 个字符。 

Cloud Foundry 指向 URL 输入 CF 应用组件的 URL。URL 的有效格式为：
https://<name>.apps.eu1-dev.mindsphere.io 

直接 URL 为自托管应用的每个组件输入指向 URL。URL 应采用有效格式，且
不含无效字符：https://avalance.com 

端点 在为“名称”和“Cloud Foundry 指向 URL”赋值之前，端点部分将保持
禁用状态。  
单击“添加”按钮为应用添加端点。 
对于新应用，“编辑”按钮将保持禁用状态，因为正在添加新应用。  

分配状态 使用参数“名称”、“Cloud Foundry 指向 URL”和“端点”添加新行。 

添加新的端点 

路径 输入新端点的路径。 

动作 选择新端点的动作。  
默认情况下，将选择全部（GET、POST、PUT、DELETE、
PATCH）。  

编辑端点 

选择端点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端点。 

路径 路径名以“/”开头。 

动作 选择新端点的动作。默认情况下，将选择全部（GET、POST、
PUT、DELETE、PATCH）。 

删除端点 

删除端点 删除端点。 

配置（为 Cloud Foundry 和自托管应用） 

内容安全策略 

键 默认情况下，第一个键是内容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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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值 默认情况下，内容安全策略采用配置值。内容安全策略消息头值仅限 
1000 个字符，其余字符将被丢弃。 
该字段不能为空。如果尝试在保存应用时将该字段留空，则后端服务
将设置默认值。 

缓存控制 

键 为配置定义的第二个键是缓存控制。缓存控制值仅限 255 个字符。 

值 默认情况下，缓存控制采用配置值。缓存控制值仅限 255 个字符，其

余字符将被丢弃。 
该字段不能为空。如果尝试在保存应用时将该字段留空，则后端服务
将设置默认值。 

配置（仅为移动应用） 

Android Domain 验证由 Android 执行，预期有特殊文件 assetlinks.json 在 
//<domain>/.well-known/ 文件夹下托管。 
字段值长度只能是 255 个字符。 

iOS Apple 预期有特殊文件 apple-app-site-association (AASA) 在 
https://<domain>/.well-known 下或直接在 https://<domain> 下
托管。 
字段值长度只能是 255 个字符。 

API 相关项（用于标准、Fleet Manager 插件和移动应用） 

添加 API 相关项 从列表添加 API 最多可为应用添加 5 个相关项。 
 

 

 
说明 
API 应用支持的版本和修订版本与其它标准应用不同。  
版本是主要更新，而修订版本是当前版本的次要更新。  
每次可注册 API 应用的多个版本，但不能注册同一版本的多个修订版本。  
例如，具有 v1.0.1、v1.1.0、v2.1.1 这 3 个版本的 API 应用可注册 2 个版本。可注册

（v1.0.1、v2.1.1）或（v1.1.0、v2.1.1），但不能注册（v1.0.1、v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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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添加应用 
MindSphere Cloud Foundry 应用在由 MindSphere 提供的 Cloud Foundry 空间中托
管，其中的自托管应用功能是租户特定的。要在 Developer Cockpit 中创建自托管应用，
租户应已订阅自托管属性。 

创建自托管应用的先决条件 

以下要求适用于将自托管应用集成到 MindSphere： 

• 您具有出站流量升级（联系销售人员进行此升级）。 

• 您的自托管应用可通过 DNS 和有效的 SSL 证书访问（不得使用自签名证书）。 

• 您的自托管应用为 MindSphere 的内部监控公开了一个健康端点。 

• 您的自托管应用使用 MindSphere Identity Management。 

• 您的自托管应用已在 MindSphere Gateway 中注册。 

 

操作步骤 

下文介绍了创建新应用的说明： 

1. 登录到 Developer Cockpit。 

2. 在启动画面上选择“仪表盘”。单击“添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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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字段参数。 

 

对于 MindSphere Cloud Foundry 基础设施，在组件部分提供 Cloud FoundryURL。  

对于自托管应用，“Cloud Foundry 指向 URL”将替换为“组件”部分中的“直接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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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应用基础架构的详细信息，请参见“MindSphere 应用 (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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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应用基础架构的详细信息，请参见“MindSphere 应用 (页 28)”。 



 开发应用 
 8.4 添加应用 

Developer Cockpit 
系统手册, 08/2020, V1801.Aug/2020.1 39 

 
 

  
说明 
所有应用都有默认图标。可覆盖自有的应用标识/图标。 

 

4. 如果应用为 CF 或自托管应用，应至少向应用添加一个组件。 

如果应用没有后端组件，则在“基础设施”下选择“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将禁用“组
件”字段。 

有关添加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应用组件 (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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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 CF 和自托管应用：默认情况下，配置将使用内容安全策略消息头和缓存控制进行
设置。两个密钥都将设置为默认值。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改，但内容安全策略消息头最
多只支持 1000 个字符，而缓存控制最多可定义 255 个字符。 

对于移动应用：按照指定格式分别输入“Android”和“iOS”的应用链接和通用链接配置
信息。更多关于配置的信息，请参见应用配置 (页 43)。 

6. 保存您的应用。 

要在 Developer Cockpit 的仪表盘上使用应用，请参见仪表盘中新创建的应用的可用性 
(页 50)。 

8.5 应用组件 

Cloud Foundry 应用组件 

组件表示单个微服务，但不限于此。建议每个 Cloud Foundry 应用都有一个组件，且每
个组件可以有多个端点。但是，一个应用必须至少有一个组件带有一个端点。 

根据应用的复杂程度，可以添加多个组件。可以为前端添加一个，为后端添加一个，如下

图所示： 

 
① 组件名称 
② Cloud Foundry 指向 URL 
③ 添加组件 
④ 移动组件 
⑤ 删除组件 
⑥ 编辑端点 
⑦ 添加新的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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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Foundry 应用的 URL 必须始终以“mindsphere.io”结尾。  
 

 
说明 
• 应用的“名称”字段仅支持小写字母。 
• 组件名称应与 .yml 文件中的应用名称相同。 
因此，也与 manifest 文件中或推送操作期间的应用名称相同。否则，操作员租户的自动
注册将失败。  

 

自托管应用的组件  

对于自托管应用，必须为应用提供至少一个组件，并且每个组件可以具有多个端点。 如
果需要，应用可以包含多个组件。  

 
① 组件名称 
② 直接 URL 
③ 添加组件 
④ 移动组件 
⑤ 删除组件 
⑥ 编辑端点 
⑦ 添加新的端点 
 

 
说明 
自托管应用的 URL 不得以“mindsphere.io”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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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编辑和删除组件 

要添加端点，请单击  按钮。 

 
可使用“编辑”或“删除”按钮管理端点。 

 
您可以在此添加包括通配符在内的任意路径，但 /api 除外，因为它仅用于从应用的浏览
器客户端调用 MindSphere APIs。 

映射使用以下规则匹配 URL： 

• ? 匹配一个字符 

• ** 匹配路径中的零个或多个目录 

• 特定路径，例如，/machines 

• 带通配符 /machines/* 的路径 

• 带匹配零个或多个子路径的通用通配符 /** 的修补程序 

示例 

/machines/drill-? 匹配 machines/drill-1，但也匹配 machines/drill-2 或 
machines/drill-a 

/monitoring/machines/drill-* - 匹配 /monitoring/machines 端点中的所

有 drill-* 端点 

/machines/**/list 匹配 /machines 路径下的所有列表端点 

匹配顺序 

MindSphere Gateway 根据请求 URL 选择第一个匹配的端点。目前没有适当的邻近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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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应用配置 

Cloud Foundry 和自托管应用 

默认情况下，配置将使用内容安全策略消息头和缓存控制进行设置。两个键都将设置为默
认值。可以根据需要更改弥月之，但内容安全策略消息头最多只支持 1000 个字符，而缓
存控制最多可定义 255 个字符。 

 

 

移动应用 

按照指定格式分别输入“Android”和“iOS”的 Android 应用链接和通用链接配置信息。 

 
这些链接会无缝链接到应用中的内容。使用这些链接，始终可为用户提供最大程度的集成
式移动体验，即使设备中未安装应用的情况也不例外。 

链接配置是可调用本机移动应用特定画面的特殊 URL。这些链接可以是基于非 HTTP(S) 
的 URL（称为自定义链接），也可以是完全基于 HTTP(S) 的 URL。移动 OS 允许多个应
用使用同一链接注册。用户导航到任何此类链接时，移动 OS 均允许注册用户选择其中一
个应用。 

有关“Android”和“iOS”应用链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移动应用开发文档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howto/index.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howt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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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 assetlinks.json 和 AASA 文件：在配置中，现场用户可提供在用户 domain 或存储
器中托管的“apple-app-site-association 文件”或“assetlinks.json”文件的链接。每个应
用只能有一个 assetlinks.json 和一个 AASA 文件。每个文件的最大大小为 2kb。 

 

 
说明 
移动应用的“配置”和“图标”字段为可选字段。 

 

8.7 应用的 API 相关项 

应用的 API 相关项 

用户可通过 MindSphere 开发后台应用，以支持一个或多个 UI 应用。这些应用称为 API 
类型应用。  

开发者可在多个应用中重用函数逻辑。 

作为应用相关项的 API 应用使用以下规则： 

1. 所有相关 API 均已注册后，才能注册应用。 

2. 所有相关 API 均已上传后，才能上传应用。 

3. 所有相关 API 均已分配后，才能分配应用。 

添加 API 相关项 

要添加 API 相关项，请单击“添加 API 相关项”按钮。 

要添加 API 相关项，请遵循以下规则： 

1. 仅当应用未注册时，才能添加相关项。 

2. 可添加多个相关项（最多 5 个）。 

3. 不能添加同一 API 应用的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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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后，相关项列表将显示在“API 相关项”窗口中。 

 

8.8 应用的新版本 
基于一个应用版本，可以通过克隆现有应用来创建新版本。为自托管应用创建不同版本需
要额外订阅版本创建。 

“创建新版本”可创建处于任何状态的现有应用的副本。唯一的区别在于版本和应用状态。 

创建新应用版本时，新应用的状态将为“开发中”。这样一来，如果应用在任何位置失败，
客户无需再次创建同一应用，从而可节省时间。客户可修改处于“开发中”状态的已克隆应
用。客户可修改所有 routes、图标、显示名称以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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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UI 和移动应用的操作步骤 

1. 打开仪表盘。 

2. 在启动画面上选择“仪表盘”。单击“创建 新版本”。 

 
 

  
说明 
应用的新版本必须通过“创建新版本”选项创建。不能使用“添加应用”选项手动创建新版

本。 
 

3. 选择现有的应用版本。 

 

4. 输入“新版本” 编号。 

不允许使用大写字母为版本命名。  

5. 单击“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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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应用的操作步骤 

1. 打开仪表盘。 

2. 在启动画面上选择“仪表盘”。单击“创建新版本”。 

 
 

  
说明 
应用的新版本必须通过“创建新版本”选项创建。不能使用“添加应用”选项手动创建新版

本。 
 

3. 选择现有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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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新版本”编号。 

该编号应大于当前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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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版本”编号。 

该编号应大于当前编号。 

 

6. 单击“克隆”。 

结果 

新版本应用已创建，现在可更改配置，例如修改端点等。 

创建新应用的步骤与配置应用 routes 和上传过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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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表盘中新创建的应用的可用性 9 
 

 

创建新应用后，请按照以下步骤使应用在仪表盘中可用。 

• 为您的应用配置应用特定的角色和范围。有关分配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分配角色

和范围 (页 58)一章。 

• 为自己分配至少一个应用特定角色以进行访问。 

• 注册应用。有关注册应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MindSphere 中注册应用 (页 77)。 
 

 
说明 
• 创建后无法更改应用的名称和版本。但是，可以更改应用图标、显示名称、描述和端
点配置。 

• 只有未在网关上注册时，才能更改应用的配置。 
• 如果应用没有任何角色，则无法注册，因为此信息需要提供给 MindSphere 

Gateway。 
• 已提交到应用仓库的应用和应用版本在之后无法更改。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应用版本才
能进行更改并注册这一新版本。 

 

参见 

分配应用角色和范围 (页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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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授权管理 10 
10.1 分配应用角色和范围 

10.1.1 角色和范围管理 
范围：范围是描述单个权限的最小单位。 

角色：角色是可以分配给用户或其它角色的多个范围（权限）的集合。 

 

MindSphere 中的每个应用至少需要一个特定于应用的角色和权限。此外，如果要使用 
MindSphere APIs，则需要向应用角色添加一个或多个 API 特定角色。 

仅当已为标准应用提供第三方 API 角色时，标准、Fleet Manager 插件和移动应用才能
访问 API 应用。  

分配的权限是应用特定的范围（权限）。这些权限仅限于某些 MindSphere API 访问。一
些示例包括： 

• 只读访问权限。 

• 只写访问权限。 

• Asset 管理文件。 

• 特定文件访问权限等。 

可以将范围分配给一个或多个默认应用角色。 

开发文档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中提供了这些 API 特定角色，其中包含详细
说明和所有可用范围。 

每个应用都可以使用以下角色： 

• 租户管理员：具有所有管理权限的人员。这些权限包括创建新 assets、删除时间序列
数据、开发应用配置。 

• 标准用户：使用应用的人。用户将无法删除 asset 或访问由管理员管理的某些应用特
定端点。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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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 每个应用特定范围都自动以应用名称为前缀。 

• 可以使用以下架构在 MindSphere 组件“Settings”中找到每个角色：

mdsp:<tenantname>:<application>.<role> 

10.1.2 MindSphere API 角色列表 
Developer Cockpit 中的角色以下列格式提供：mdsp:core:<application>.<role>.  

下面给出的表格汇总了 Developer Cockpit 中可用的角色类型。 

 
 
服务 命名法 描述 

代理管理 mdsp:core:agm.fullaccess 该角色授予对代理管理 API 的所有读/写访问权
限。 

mdsp:core:agm.readonly 该角色授予对代理管理 API 的只读权限。 

分析服务 mdsp:core:analytics.adb.use
r 

该角色授予调用异常检测批次端点的权限。 

mdsp:core:analytics.user 该角色授予所有分析服务的基本角色。 

Asset 管理 
 

mdsp:core:assetmanagemen
t.admin 

管理员角色允许用户在 Asset 管理服务中创建、
读取、更新或删除 assets、asset type、aspect 
类型和图像。 

mdsp:core:assetmanagemen
t.reporter 

报告者角色允许用户在 Asset 管理服务中读取 
assets、asset type、aspect 类型和文件。 

mdsp:core:assetmanagemen
t.standarduser 

标准用户角色允许用户在 Asset 管理服务中读取
或更新 assets 和图像，以及读取 asset type 和 
aspect 类型。 

mdsp:core:assetmanagemen
t.subtenantuser 

子租户用户角色允许用户在 Asset 管理服务中读
取 asset 和 aspect 类型、读取或更新 assets，
以及读取、更新或删除图像。 

数据交换服务 mdsp:core:dataexch.user 此角色允许租户上传、下载和删除数据。 

数据流引擎 mdsp:core:dataflowengine.st
andarduser 

数据流引擎标准用户角色将具有所有读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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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命名法 描述 

数据分级 mdsp:core:dl.dsAdmin 该角色授予对数据分级的读取、写入和删除访问
权限。 

mdsp:core:dl.dsUser 该角色授予对数据分级的读写访问权限。 

配置文件 mdsp:core:dvccfgmgmt.fulla
ccess 

该角色授予对配置文件 API 的所有读/写访问权
限。 

事件管理 mdsp:core:em.eventcreator 该角色授予在事件管理系统中创建事件（创建、
读取和更新）的完整权限。 

mdsp:core:em.eventmanager 该角色授予在事件管理系统中管理所有内容的权
限。 

mdsp:core:em.eventviewer 该角色授予在事件管理系统中读取事件和事件类
型的权限。 

身份管理 mdsp:core:im.meIamViewer 身份管理服务管理 MindSphere 中的所有授权相

关功能。此角色授予访问当前用户信息的权限，
包括租户的用户 IAM 系统中的已分配角色 

身份管理 mdsp:core:im.userIamAdmin 该角色授予对租户的用户 IAM 系统进行管理访问
（读取和写入）的权限。 

mdsp:core:im.userIamViewer 该角色授予对租户的用户 IAM 系统进行只读访问
的权限。 

图像分析 mdsp:core:imageanalysis.inf
erence.user 

此角色允许用户调用对象检测/本地化推理服务。 

IoT 文件服务 mdsp:core:iot.filAdmin 该角色授予对文件的读取、写入和删除访问权
限。 

mdsp:core:iot.filUser 该角色授予对文件的读取权限。 

IoT 时间序列 mdsp:core:iot.timAdmin 该角色授予对时间序列服务（时间序列、聚集、
订阅和导出）的读取、写入和删除访问权限 

mdsp:core:iot.timUser 该角色授予对时间序列的读取权限。 

IoT 时间序列集合 mdsp:core:iot.tsaUser 该角色授予对时间序列集合的访问权限。 

作业管理器 mdsp:core:jobmgr.user 该角色授予为所有作业管理器操作的基本角色。 

MindConnect 设备管
理 

mdsp:core:mindcnctdvm.full
access 

该角色授予对 Mind Connect 设备管理 API 的所

有读/写访问权限。 

mdsp:core:mindcnctdvm.rea
donly 

该角色授予对 Mind Connect 设备管理 API 进行
只读访问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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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命名法 描述 

Mind Connect API mdsp:core:mindconnect.fulla
ccess 

该角色授予对 Mind Connect API 的所有读/写访
问权限。 

mdsp:core:mindconnect.read
only 

该角色授予对代理管理 API 的只读权限。 

代理消息框 mdsp:core:msg.fullaccess 该角色授予对代理消息框 API 的所有读/写访问权
限。 

mdsp:core:msg.readonly 该角色授予对代理消息框 API 的只读访问权限。 

模型管理服务 mdsp:core:amm.user 该角色授予分析解决方案的模型管理基本角色。 

频谱分析 FFT mdsp:core:spectrumanalysis.
fft.user 

该角色授予调用频谱分析 FFT 的权限。 

租户管理服务 mdsp:core:tm.tenantAdmin 该角色授予对相应租户的完全管理访问权限。 

租户管理服务 mdsp:core:tm.tenantUser 该角色授予标准租户用户权限。 

Usage Transparency 
服务 

mdsp:core:uts.analyst 该角色授予租户查看使用情况数据的权限。 

10.1.3 用户界面“应用角色” 
“应用角色”选项卡显示在“授权管理”下的左侧导航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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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角色”画面 

 
① 用于从授权管理中选择“应用角色”的导航选项卡 
② 用于选择授权管理部分的导航选项卡 
③ 带搜索字段的应用列表 
④ 显示区域 
 

 
说明 
创建应用时，会自动为移动类型的应用分配默认范围：“._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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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表 
 
参数 描述 

 

角色和范围管理选项卡 

范围和 MindSphere API 角
色 

显示“范围和 API 角色”列表。 

角色 显示角色列表。 

范围显示和添加 

范围 列出应用的范围。  
 
 
数据显示在 UI 上。 

管理员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则已为角色分配了管理
员。 

用户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则已将角色分配给用户。 

自定义角色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则已将角色分配给用户定
义的自定义角色。 

创建新范围 

范围名称 输入范围名称。 

管理员 如果要将范围分配给管理员，请选中此复选框。 如果适用，请根据范围对
两者进行检查。 用户 如果要将范围分配给用户，请选中此复选框。 

添加新 API 核心角色 

MindSphere API 角色 显示为所选应用创建的角色。 

管理员 如果要将角色分配给管理员，请选中此复选
框。 

如果适用，请根据角色对两
者进行检查。 

用户 如果要将角色分配给 User，请选中此复选框。 

角色显示和添加 

角色 列出所选应用的角色。最多可定义五个角色，
应用至少需要一个角色。 

数据显示在 UI 上。 

添加新角色 

名称 添加新的自定义角色。 保存已创建的角色，且此角
色将显示在“角色”UI 中 描述 添加适当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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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分配应用角色和范围 
默认范围 - <appname>._access 已提供给移动应用类型，会在其中为管理员和用户提供
访问权限。对于其它类型，需要创建角色和范围。 

操作步骤 

1. 在“授权管理”选项卡中，选择“应用角色”。 

 

2. 从“应用”窗口中选择应用。 

 

3. 选择“角色和范围管理”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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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按钮。 

 
 

  
说明 
对于移动应用，会提供默认范围。范围格式为 <appname>._access。此角色不能由

用户修改或删除。 
如果向应用添加角色，则会默认将所述范围分配给创建的角色。 

 

5. 在“添加范围” 窗口中，根据要求输入“范围名称”并选中“管理员” 或“用户” 或两者的复选
框。 

 
  

说明 
必须至少创建一个范围才能继续执行应用注册操作。 

 

6. 保存范围。 

 

7. 单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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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对话框中显示的下拉菜单中的说明填写应用角色名称。 

 

9. 保存角色名称。 

 
 

  
说明 
默认情况下，会将两个 MindSphere 角色自动分配给新创建的应用 -“管理员”和“用
户”。可根据需要删除这两个角色。 

 

后续步骤 

• 通过“Settings”为您的用户分配角色，以便访问应用。 

• 注册应用。 

 

10.1.5 为应用创建新的自定义角色 
默认情况下，会为应用创建两个用户角色 -“管理员”和“用户”。除了 MindSphere 中提供

的角色之外，还可以定义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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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需要删除默认角色。但至少需要创建一个角色，以确保用户可以通过 Launchpad 
访问应用。 

会为不同版本的已克隆应用分配同一组自定义角色、范围，MindSphere 核心角色是从其

父版本继承的。 

如果删除默认角色（管理员和用户），则不能为已克隆的应用重新创建这些角色。 

操作步骤 

1. 在“授权管理”选项卡中，选择“应用角色”。 

 

2. 从“应用”窗口中选择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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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角色”选项卡。 

4. 单击  按钮。 

 

5. 保存新创建的应用角色。 

 
 

 
说明 
可存在没有任何范围的自定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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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创建自定义角色条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开发者文档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concepts/concept-roles-
scopes.html#securing-your-own-application)。 

10.2 发布和撤回应用凭证 

10.2.1 应用凭证概述 
如果用户的应用需要与 MindSphere 中其它服务的 APIs 交互或对其进行调用，则必须为
应用生成应用凭证，这样还可在与其它 APIs 交互时提供安全性。 

发布应用凭证不是强制性的，但在需要访问其它服务时需要发布一个应用凭证。 

向应用发布应用凭证后，用户需要调用关键管理者并创建不记名令牌。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 Token Manager 服务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apis/exchange-
tokenmanager/api-tokenmanager-samples.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concepts/concept-roles-scopes.html#securing-your-own-application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concepts/concept-roles-scopes.html#securing-your-own-application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apis/exchange-tokenmanager/api-tokenmanager-samples.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apis/exchange-tokenmanager/api-tokenmanager-samp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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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发布应用凭证的过程 

分配应用凭证的步骤 

1. 从授权管理的左侧导航选项卡中选择“应用凭证”。 

 

2. 可以通过从应用窗口中选择应用或使用搜索栏来轻松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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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所选应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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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发布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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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租户访问类型并提交。 

 

具有有限访问权限的用户可以读取和管理 assets。 

具有读写访问权限的用户可以读取、写入和创建 assets。 

6. 提交访问类型后，将显示密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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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现在生成了所选应用的应用凭证。 

 
 

 
说明 
请务必记录您的应用凭证，因为凭证只会在发布过程中在 UI 上显示一次。 
对于 API 应用，应用凭证不可用。 

 

10.2.3 取消应用凭据 
如果用户忘记了工作应用的服务凭证的用户名和密码，则可以通过取消生成的访问凭证来
选择再次生成密钥。 

取消应用凭证的程序 

1. 从显示的凭证表的右上角选择  选项。 

2. 接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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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用户可以再次为其应用发布应用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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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应用 11 
11.1 应用注册概述 

要在 MindSphere 环境中使用任何应用，需要注册该应用。通过注册，您可以在内部 
Cloud Foundry 应用或自托管应用与联网的 URL 之间进行许可映射。 

 

 
说明 
在注册之前，必须在应用的“角色和范围 (页 58)”选项卡中创建至少一个范围。 

 

示例 

URL-架构： <tenantname>-<applicationname>-

<tenantname>.apps.region.mindsphere.io 

使用此许可映射，用户将重定向到登录页面，平台将根据应用配置和用户角色为此应用提
供应用特定权限。 

此外，需要注册才能在 Launchpad 上显示应用。只有分配了一个应用特定角色的用户才
能看到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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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注册应用的用户界面 

“Cloud Foundry 应用注册”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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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托管应用注册”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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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注册”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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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应用注册”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图标 
④ 工具菜单 

参数表 
 
参数 描述 可能的修改 

内部名称 应用的名称。创建并保存应用后，将禁止编辑此
字段。应用的名称将在应用创建期间嵌入此字段
中。只允许使用小写字母数字字符，且名称必须
以字母开头。  

 

显示名称 显示在创建应用过程中输入的显示名称。  注册期间可编辑。 

版本 应用的版本。应用的版本将在应用创建期间嵌入
此字段中。 

不可编辑。 

基于 Mendix 的应用 在此开发状态下，仍可对选中/取消选中 
mendix 复选框进行更改。 

 

Type 显示在创建应用过程中选择的类型。 不可编辑。 

基础设施 显示在创建应用过程中选择的基础设施。 不可编辑。 

状态 应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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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可能的修改 

描述 如果需要，可以编辑应用的描述。 注册期间可编辑。 

编辑图标 如果需要，可以更改图像。 注册期间可编辑。 

组件 
需要至少一个组件。 
每个组件必须包含至少一个端点。 
 

名称 仅允许使用小写字母数字字符。允许的最大长度
为 40 个字符。可根据需要编辑组件名称。 

 

Cloud Foundry 指向 URL URL 格式必须为有效格式：
https://<name>.apps.eu1.mindsphere.io。 
如有需要，可更改 CF 应用各组件的 URL。 

  

直接 URL 如果需要，为自托管应用的每个组件编辑/输入
指向 URL。 

 

端点 在为“名
称”和
“CloudF
oundry 
指向 
URL”赋
值之
前，端
点部分
将保持
禁用状
态。  
单击“添
加 端点”
按钮为
应用添
加端
点。 

如果“名称”和“Cloud Foundry 指向 
URL”没有数据，则“添加”和“编辑”按
钮将保持禁用状态。 

 

添加端点   

路径 路径名以“/”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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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可能的修改 

动作 选择新端点的动作。 
默认情况下，将选择全部（GET、POST、
PUT、DELETE、PATCH）。  

 

编辑端点  

选择端点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端点。  

路径 路径名

以“/”开
头。 

仅当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端点时，才会
显示这些字段。 

 

动作 选择新
端点的
动作。 
默认情
况下，
将选择
全部
（GET
、

POST、
PUT、
DELETE
、

PATCH
）。  

删除端点  

删除端点 删除端点。  

配置（为 Cloud Foundry 和自托管应用）  

内容安全策略 该字段具有定义的值。可以根据要求更改字段
值。该字段仅限 1000 个字符。 

 

缓存控制 该字段具有定义的值。可以根据要求更改字段
值。该字段仅限 255 个字符。 

 

配置（仅适用于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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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可能的修改 

Android Domain 验证由 Android 执行，预期有特殊文件 
assetlinks.json 在 https://<domain>/.well-
known/ 文件夹下托管。 
字段值长度只能是 255 个字符。 

 

iOS Apple 预期有特殊文件 apple-app-site-
association (AASA) 在 
https://<domain>/.well-known 下或直接在 
https://<domain> 下托管。 
字段值长度只能是 255 个字符。 

 

 

 

 
说明 
在 Operator Cockpit 中使用特殊字符在 version 字段进行命名时存在限制。在 
Developer Cockpit 中，如果任何应用的 version string 中存在特殊字符（“@”和“.”除
外），则开通服务工作流程（向客户提供应用）将失败。  
目前，无法在“配置”部分中添加或删除任意键值对。 
MindSphere 对内容安全策略和缓存控制使用严格的默认值。您可以根据要求更改值，但
内容安全策略仅限 1000 个字符，缓存控制字段仅限 255 个字符。 
如果配置字段留空，则应用将使用默认配置值覆盖配置字段。 

 

11.3 在 MindSphere 中注册应用 
注册已创建的应用之前，务必在授权管理中至少分配一个范围，否则应用不允许继续执行
应用注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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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转到“仪表盘”。 

 

2. 搜索处于“开发中”状态的应用。 

应用的图标因类型而异。应用显示如下。 

 

3. 选择应用以查看应用详细信息。 

如果有多个应用，可以使用右上角的搜索和过滤栏。 
 

  
说明 
如果忘记分配角色和范围，可单击“角色”下的  并对其进行配置。您将重定向
到所选应用的授权管理部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管理授权管理 (页 52)。 

 

4. 单击“注册”。 

5. 单击“进行注册”确认对话框。 

 

6. 单击“返回主页”。 

7. 在“仪表盘”上搜索应用并验证应用是否已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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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的附加步骤 

1. 应用注册成功后，“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会出现在弹出窗口中。由于凭证仅显示一
次，请保存凭证以供日后使用。 

 

“客户端密钥”值是每个应用公共的。“客户端 id”采用以下命名法： 

mobile-client-<tenant>-<app>  

如果要再次查看凭证，需要先注销应用，然后再次注册应用。单击“准备发布”。在“准
备发布”窗口中，输入描述并单击“提交”。 

结果 

现在可以通过直接链接或 Launchpad 访问应用。  

如果您的应用未显示在 Launchpad 上，请确保您的用户具有此应用的已分配角色。 

您可以通过 Settings 分配角色。 

Fleet Manager 插件、移动应用和 API 应用不会显示在 Launchpad 上。 
 

 
说明 
对于标准、Fleet Manager 插件和移动应用：只能注册一个版本的应用。如果不注销现有
版本，则无法注册其它版本。您可以使用不同的应用名称来规避此限制。 
对于 API 应用：可以注册两个版本，但不能注册应用的两个修订版本。 

 

后续步骤 

• 转到 Launchpad 并打开应用进行试验。 

• 在 MindSphere 组件“User Manager”中为您的用户分配其中一个应用特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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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已在 Fleet Manager 中注册的 Fleet Manager 
应用 12 
 

 

如果您选择创建 Fleet Manager 类型的应用，注册后即可在 Fleet Manager 仪表盘中显
示此应用。 

访问 Fleet Manager 中应用的程序 

1. 在 Developer Cockpit 中注册 FM 插件应用后，单击  转到 Launchpad。 

2. 转到 Settings 磁贴。 

 
 

  
说明 
您需要从 Settings 中获得租户管理员的权限才能查看 LaunchPad 中的 Settings 磁
贴。 

 

3. 将角色和范围分配给需要使用应用的所需用户。 

要为多个用户分配角色，请参阅将角色分配给多个用户。 

要将多个用户分配给特定角色，请参阅将多个用户分配给角色。 

4. 单击 LaunchPad 中的 Fleet Manger 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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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Fleet Manager 插件应用将在 Fleet Manager 仪表盘中提供。 

 



 

 Developer Cockpit 
82 系统手册, 08/2020, V1801.Aug/2020.1 

 将应用上传给操作员 13 
13.1 应用上传 

应用上传是将新的或更新的应用传输到 MindAccess Operator Plan 账号的过程。 

您可以通过将其与附加信息一起上传到中间应用仓库来确定要为生产部署提供哪些应用。  

上传后无法撤消转移过程。在您的应用传输成功并且该应用可在 MindAccess Operator 
Plan 账号上运行后，您将通过 "Developer Cockpit" 和电子邮件收到通知。 

准备移交 

移交是一个三重过程，包括以下阶段： 

1. 准备上传应用。 

这通常由开发者完成。 

2. 批准上传应用。 

这应由开发者管理员完成。 

3. 将成功上传的应用分配给操作员。 

应用必须以单个压缩文档上传。您需要使用单个 Cloud Foundry “manifest.yml”，其中包

含来自您的应用的所有 Cloud Foundry 应用的配置。 
 

 
说明 
请仅使用压缩文档而不是任何其它压缩算法来捆绑您的应用。 

 

移交状态 

在 Cloud Foundry 和自托管应用的“仪表盘”中： 

• 正在开发：第一个状态是应用处于“正在开发”阶段。应用将在创建后进入此阶段。随
后需要注册应用。 

• 准备中：这是过程的第二阶段。将二进制文件推送到应用后，应用将进入启动上传的
状态。 

• 等待审核：这是应用移交的第三阶段。应用在成功提交其元数据信息时会到达此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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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中：这是将应用成功推送到“通过审核应用”选项卡之前的最后阶段。应用准备好
上传后，Developer Cockpit 将提交获得所请求服务计划管理员批准的要求。仅当应用
具有一个角色并且向其中添加了一个范围时，才能成功提交应用以获得批准。应用将
成功上传。 

• 检查失败：如果应用由于其内部元数据上传中的错误匹配而失败，则该应用将进入此
状态。 

在 Cloud Foundry 和自托管应用的“通过审核应用”中： 

• 准备分配：如果应用上传请求已获批准，并且所提交的应用也已获批准，则应用连同
新状态将被推送到“通过审核应用”。现在可以将应用分配给操作员。 

 

 
说明 
• 对于此前已发布的应用，无法更改状态“需要修复”或“已弃用”。这些状态仍保留在“仪
表盘应用”选项卡中。 

• 对于新创建的应用，可以查看自当前版本升级后的状态。 
 

13.2 Cloud Foundry 应用的上传过程 

13.2.1 管理 Cloud Foundry 应用的上传 
只有在您的应用注册后，才能将应用上传到应用仓库以便移交给操作员。 在应用注册期
间，会在后台执行其它验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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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Cloud Foundry 应用的上传”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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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Cloud Foundry 基础设施的标准、Fleet Manager 插件和移动应用的操作步骤与之相同。 

1. 单击处于“开发中”状态的 Cloud Foundry 应用。 

 

2. 单击  开始上传应用。 

3. 浏览并上传包含此应用二进制文件的压缩文档。要正确压缩文件，请参见压缩文件准则 
(页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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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浏览并上传“.yml”格式的“manifest”，其中包含您的应用中的所有 Cloud Foundry 应用
的配置。点击“上传”按钮后，会执行 Manifest 完整性检查。检查 Manifest 是否包含已

配置的每个组件的 CF 应用。要了解 manifest 文件的正确结构，请参见压缩文件准则 
(页 87)。 

 
① 上传二进制和 Manifest 文件 
② 工具菜单 

5. 您现在有两个选择： 

• 可以继续配置服务计划并提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服务计划 (页 89)。 

• 在配置计划时，可以上传二进制文件和 manifest，并可以稍后提交上传文件。在这种
情况下，应用会管理后端的上传文件。应用的状态将切换为“准备中”。可参见管理服

务计划上传文件 (页 92)以了解具体操作步骤。 

结果 

应用的状态将切换为“等待审核”。 

下一步 

提交上传后，具有开发者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可以批准上传，然后触发上传到应用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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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压缩文件准则 

压缩和上传二进制文件的规则 

在上传应用期间，应考虑以下因素： 

• 应采用正确格式压缩二进制文件。 

• 压缩文件夹不应为空。 

• “manifest.yml”文件中的“path”参数应该与文件夹结构一致。 

• 除了应用的相应文件外，压缩文件夹中不应有任何附加/重复文件。 

创建和上传 manifest 文件的规则 

要上传 manifest 文件，应考虑以下因素：  

• “manifest.yml”中的“name”参数应与“组件”部分中输入的名称匹配。 

• “manifest.yml”中的“path”参数应指向正确的一个或多个文件。 

• 不要在 manifest 文件中使用以下参数，因为它们已被弃用： 

– domain 

– domains 

– host 

– hosts 

– no-hostname 

– 不完全支持在 manifest 中使用“buildpacks”属性。因此，支持使用“buildpack”。
该功能将在未来更新。有关 manifest 不推荐参数，请参见 Cloud Foundry Dev 
Guide (http://docs.cloudfoundry.org/devguide/deploy-
apps/manifest.html#deprecated)。 

• 建议使用 random-route: true 以避免路径冲突。 

• 如果用户想要为应用指定路由，则必须使用 routes 属性。 
 

 
说明 
如果 manifest 文件中未指定“buildpack”和“memory”，则会禁用 Operator Cockpit 中的

自动部署选项。 
“Buildpacks”仅适用于手动部署，因为 CF Java 库仍然不支持将“buildpacks”用于自动部
署。“Buildpack”适用于自动和手动部署。 

 

http://docs.cloudfoundry.org/devguide/deploy-apps/manifest.html#deprecated
http://docs.cloudfoundry.org/devguide/deploy-apps/manifest.html#depre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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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压缩和 manifest 文件的示例场景 

让我们考虑一个压缩文件“appbinary.zip”。 

要上传压缩文件，它应具有以下压缩结构： 

 
manifest 文件具有以下“buildpack”结构： 

 
① 带有 random-route: true 和与压缩结构相对应的路径的 manifest 
② 带有 random-route: false 和与压缩结构相对应的指定的 routes 和路径的 manif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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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配置服务计划 
配置应用运行所需的所有后端服务。服务名称需要与提供的“manifest.yml”中的确切名称

相匹配。我们需要此信息，因为“manifest.yml”不包含有关后端服务的类型和大小的信
息。 

“配置服务计划”画面 

 
① 服务配置详情 
② 工具菜单 

参数表 
 
参数 描述  

二进制 浏览并上传二进制文件。 

Manifest 浏览并上传 manifest 文件。 

服务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服务。 

服务计划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服务计划。 

服务名称 为服务输入唯一名称。 

服务列表 显示已添加服务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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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描述 应用的简短概要。 

应用凭证 选择应用所需的数据级别访问类型。有三种选择： 
• 无 - 对应用凭证无操作。 
• 限制 - 授予读取和管理 assets 的权限。 
• 读写 - 授予读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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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从“仪表盘”中的“准备中”状态中选择应用。 

 

2. 单击  开始上传应用。将出现“上传”对话框。 

 
 

  
说明 
• 上传的二进制文件压缩文件的大小，欧洲区域 1 限于 1 GB，欧洲区域 2 限于 250 

MB。 
• 如果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了服务计划，则在 manifest 文件中定义服务。如果未选择
任何服务，请勿在 manifest 文件中定义服务。服务计划不匹配可能导致应用进入
失败状态。 

• “需要修复”和“已弃用”状态不适用于当前版本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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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服务计划”下拉菜单中选择一项服务。 

4. 从“服务计划”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服务计划。为“用户提供服务”选择“不适用”。 

5. 输入服务名称，然后单击“添加服务”。 
 

  
说明 
对于“服务计划”中列出的每项服务，服务名称必须唯一。如果您尝试输入已存在的服
务名称，将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服务名称已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输入不同的
服务名称。 

 

6. 输入“描述”。 

7. 验证应用凭证。 

– 如果已在授权管理中创建了应用凭证，系统将自动选择先前分配的凭证类型。 

– 如果已在授权管理中创建了应用凭证，但现在要选择其它类型，则所选值将发送至 
Operator Cockpit。 

– 如果没有创建任何应用凭证，则在默认情况下，它将为空值。 

– 如果在应用凭证中选择“无”，则无论您在授权管理应用凭证中选择哪些选项，该值
都将无效。 

8. 单击“提交”。 

13.2.4 管理服务计划上传 
如果通过输入二进制和 manifest 文件关闭了元数据对话框，则可以在稍后配置服务计
划，然后再提交。  

Developer Cockpit 允许保存已上传的二进制文件和 manifest 文件的条目。可以在稍后

配置其余的服务计划。 

上传完成后，单击“管理上传”。应用的状态将切换为“准备中”。 



 将应用上传给操作员 
 13.2 Cloud Foundry 应用的上传过程 

Developer Cockpit 
系统手册, 08/2020, V1801.Aug/2020.1 93 

“管理服务计划上传”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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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单击处于“准备中”状态的应用。 

 

 

2. 单击  按钮继续。 

3. 配置服务计划并提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服务计划 (页 89)。 

 
4. 单击“提交”。 

 
  

说明 
如果您的应用使用 Cloud Foundry 用户提供服务，例如访问 MindSphere 之外的 
AWS S3 bucket，则必须对其进行配置。 
此外，还必须在描述中添加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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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自托管应用的上传过程 

13.3.1 准备发布自托管应用 
这是已注册自托管应用移交过程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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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发布自托管应用”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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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自托管基础设施的标准、Fleet Manager 插件和移动应用的操作步骤与之相同。 

1. 单击处于“开发中”状态的自托管应用。 
 

 

2. 单击  开始上传应用。 

3. 您现在有两个选择： 

• 可以继续配置发布计划并提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发布计划 (页 97)。 

• 在组态计划时，可以稍后再提交上传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会管理后端的上传文
件。应用的状态将切换为“准备中”。有关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准备发布计划上传 
(页 99)。 

结果 

应用的状态将切换为“等待审核”。 

后续步骤 

提交上传后，具有开发者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可以批准上传，然后触发上传到应用仓库。 

13.3.2 配置发布计划 
配置应用运行所需的所有后端服务。如上所述，在上传应用后，应用会将其状态更改为
“准备中”。按照下面给出的步骤继续配置应用的其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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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发布计划”画面 

 
① 服务配置详情 
② 工具菜单 

参数表 
 
参数 描述  

健康端点 URL 检查所选组件 URL 的健康状态。 

描述 应用的简短概要。 

应用凭证 选择应用所需的数据级别访问类型。有三种选择： 
• 无 - 对应用凭证无操作。 
• 限制 - 授予读取和管理 assets 的权限。 
• 读写 - 授予读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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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从“仪表盘”中的“准备中”状态中选择应用。 

 

2. 单击“准备发布”。 

3. 输入端点 URL 进行健康状态检查。组件 URL 在“健康端点 URL”下拉菜单中可用，在
“创建新应用 (页 35)”中添加组件时会自动填充这些 URL。输入健康检查字段以获取 
URL 健康状态。 

 
  

说明 
如果客户添加了多个组件 URL，则至少需要进行一次 URL 健康状态检查。如果返回 
200 OK 响应，则 URL 会生成成功健康状态。 
如果健康状态检查失败，则无法继续上传应用。 

 

4. 输入应用的简短描述。 

5. 验证应用凭证。 

– 如果已在授权管理中创建了应用凭证，系统将自动选择先前分配的凭证类型。 

– 如果已在授权管理中创建了应用凭证，但现在要选择其它类型，则所选值将发送至 
Operator Cockpit。 

– 如果没有创建任何应用凭证凭证，则在默认情况下，它将为空值。 

– 如果在应用凭证中选择“无”，则无论您在授权管理应用凭证中选择哪些选项，该值
都将无效。 

6. 单击“提交”。 

13.3.3 准备发布计划上传 
在对发布计划进行组态后，可通过指定的“健康端点 URL”查看应用的健康状况。 

单击“准备发布”完成上传后，应用的状态将更改为“准备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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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发布上传”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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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单击处于“准备中”状态的应用。 

 

2. 单击  按钮继续。 

3. 配置发布计划并提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发布计划 (页 97)。 

 

4. 单击“提交”。 

13.4 无基础设施的应用的上传过程 

13.4.1 准备发布无基础设施的移动应用 
只有移动类型的应用在 Developer Cockpit 中托管时可以没有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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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后的过程 

注册后，应用会在 Gateway Registry 中创建一个条目。  

会使用注册期间生成的“ClientID”和“ClientSecret”在后端生成不记名令牌。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移动应用开发者文档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howto/index.html)。 

https://developer.mindsphere.io/zh/howt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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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发布移动应用”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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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单击处于“开发中”状态的移动应用。 

 

 

2. 单击  开始上传应用。单击“准备发布”后，应用的状态将切换为“准备中”。 

3. 随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要求您描述或提供与应用相关的任何重要信息。 

 

结果 

应用的状态将切换为“等待审核”。 

13.5 批准上传应用 
 开发者完成上传应用后，开发者管理员就可以批准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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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上传 Cloud Foundry 应用”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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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上传自托管应用”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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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的批准上传”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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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搜索处于“等待审核”状态的应用，然后单击某个应用。 

 

 

2. 单击  启动应用的上传过程。 

3. 添加备用电子邮件地址，用作紧急情况下以及用于生产用途的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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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您的应用符合 MindSphere DevOps Guide (https://mindsphere.io/zh/rms) 以及 
MindSphere 主协议或适用的订购单中设置的其它要求。 。 

5. 单击 。 

 

批准上传后，无法再更改应用。如果希望继续对此应用进行操作，则需要创建此应用的新
版本。 

上传状态显示在 Developer Cockpit 仪表盘上。 

目的是尽快发布应用以供生产使用。这通常将需要几分钟时间，在应用成功上传后，应用
将显示在“通过审核应用”选项卡中。在应用可用于生产后，系统会立即向主要和次要电子
邮件地址发送邮件通知。 

后续步骤 

• 成功上传后，即可将应用分配给操作员。 

• 可以注销该应用并使用新版本或不同版本。 

https://mindsphere.io/zh/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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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应用的正在检查状态 
将应用提交到 MindSphere 生产准备环节之后，应用的状态将切换为“检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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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Foundry 应用的“检查中”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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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工具菜单 

自托管应用的“检查中”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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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的“检查中”画面 

 

 
① 应用详细信息 
② 应用组件 
③ 应用配置 
④ 应用 API 相关项 
⑤ 应用图标 
⑥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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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切换“检查中”状态后，无基础设施的移动应用会进入通过审核应用部分中的“准备分配”。  

 

 

下一应用状态 

应用成功上传后，其状态将更改为“准备分配”，并会显示在“通过审核应用”选项卡中。如
果未成功上传，应用将进入失败状态并仍保留在“仪表盘应用”选项卡中。有关上传失败的
详细信息，请参见应用详细信息视图，或已发送到上传时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的邮件通
知。 

13.7 通过审核应用 

13.7.1 将应用分配给操作员 
将应用成功上传到应用仓库后，就可以将应用分配给操作员账户。  

分配需要开发者和操作员确认。 



 将应用上传给操作员 
 13.7 通过审核应用 

Developer Cockpit 
系统手册, 08/2020, V1801.Aug/2020.1 115 

“将 Cloud Foundry 应用分配给操作员”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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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用名称和图标 
② 应用详细信息 
③ 应用分配给操作员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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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操作员分配列表 
⑤ 应用端点  
⑥ 应用 API 相关项 
⑦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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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托管应用分配给操作员”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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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用名称和图标 
② 应用详细信息 
③ 应用分配给操作员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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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操作员分配列表 
⑤ 应用端点  
⑥ 应用 API 相关项 
⑦ 工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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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移动应用分配给操作员”画面 

 
① 应用名称和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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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应用详细信息 
③ 应用分配给操作员详细信息 
④ 操作员分配列表 
⑤ 应用端点  
⑥ 应用 API 相关项 
⑦ 工具菜单 

先决条件 

• 操作员账户的名称，此处为“operatorname”。 

• 用于接收通知的操作员账户的一个电子邮件联系地址。 

• 开发者管理员角色。 

参数表 
 
参数 描述  

应用图标 应用的图形形式表示。 默认情况下，这些字段禁
止编辑。出于验证目的，
用户可以检查显示的数
据。 

内部名称 应用的名称。 

显示名称 显示的应用名称。  

版本 应用的版本。 

Type 标准或 Fleet Manager 插件类型。 

基础设施 MindSphere Cloud Foundry 或自托管 

状态 应用的状态。 

信息 信息块让用户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此外，它还
显示与移交程序相关的重要信息。 

描述 显示应用的简短概要。 

应用端点 与数据资源交互的 HTTP 客户端点。 

添加分配 

操作员名称 如果需要，请输入操作员名称以添加分配。 

电子邮件 添加电子邮件地址以添加新分配。 

表中显示的字段 

操作员名称 操作员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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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分配状态 分配的当前状态。 

动作 要进行的动作。 

操作步骤 

1. 转到“通过审核应用” 选项卡。 

 

 
2. 选择应用。 

 

 

3. 在“操作员名称” 字段中输入操作员的名称。 
 

  
说明 
操作员名称应采用小写形式。 
操作员应是相应 MindSphere 云平台的现有租户。 

 

4. 输入电子邮件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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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添加分配” 。 

6. 等待操作员确认分配。应用必须通过分配阶段才能在 Operator Cockpit 中发布。 

 

对于 Cloud Foundry 和自托管应用，已注册的应用将显示“Application URLs”。 
 

 
说明 
用户可存档通过审核的应用。可在“通过审核 应用”选项卡中切换“仅显示已存档应用”按钮
查看已存档的应用。 
用户可注销通过审核的应用，但不允许删除通过审核的应用。 

 

动作的状态 

将操作员分配给应用后，添加的操作员名称及其分配状态将显示在已分配的操作员列表
中。您还可以查看每个操作员的动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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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分配包括以下阶段： 

1. 已分配：这是分配过程的第一阶段。将应用分配给一个操作员。分配的应用随即显示在 
Operator Cockpit 中。 

2. 已确认：Operator Cockpit 管理员必须接受应用。分配状态将切换为“已确认”。此后，

在 Developer Cockpit 应用画面中的“已确认”状态旁边的“动作”标题下将显示“授权”按
钮。 

3. 已授权：单击“授权”按钮。状态切换为“已授权”。 

4. 已部署：在 Operator Cockpit 中部署应用后，“已授权”分配状态将切换为“已部署”。 

5. 已发布：这是分配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应用在 Operator Cockpit 发布时，分配状态
将切换为“已发布”。 

分配完成后，则无法撤销分配过程。因此，建议使用多步骤工作流程以防止意外分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Operator Cockpit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operator-cockpit/zh-
CN/index.html)。 

 

 
说明 
应用传输到生产系统后无法删除。 

 

13.7.2 失败的应用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应用可能面临阻碍或可能无法继续执行状态： 

• 自托管应用未通过健康状态检查。 

• 在上传 Cloud Foundry 应用的元数据（二进制文件和 manifest 文件）时进行健康状
态检查。如果上传的元数据不正确，则无法继续上传。 

• 如果 Cloud Foundry 或自托管应用未通过 MindSphere 生产准备环节。 

• 如果上传的元数据与 Operator Cockpit 验证不匹配。 

如果从下一节中给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了服务计划，则在 manifest 文件中定义服务。
如果未选择任何服务，请避免在 manifest 文件中定义服务。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operator-cockpit/zh-CN/index.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operator-cockpit/zh-CN/index.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operator-cockpit/zh-CN/index.html
https://documentation.mindsphere.io/resources/html/operator-cockpit/zh-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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