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应用

Machine translated content

Disclaimer
本内容的正式版本为英文版。部分 Citrix文档内容采用了机器翻译，仅供您参考。Citrix无法控制机器翻译
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包含错误、不准确或不合适的语言。对于从英文原文翻译成任何其他语言的内容的
准确性、可靠性、适用性或正确性，或者您的 Citrix产品或服务沿用了任何机器翻译的内容，我们均不作
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并且适用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或服务条款或者与 Citrix签订的任何其他协议（产
品或服务与已进行机器翻译的任何文档保持一致）下的任何保证均不适用。对于因使用机器翻译的内容而
引起的任何损害或问题，Citrix不承担任何责任。

Citrix Product Documentation | docs.citrix.com February 17, 2023



微应用

Contents

微应用 3

新增功能 6

弃用 16

微应用服务弃用 18

入门 19

技术安全性概述 22

设置模板集成 26

集成 Citrix Cloud Status Hub 42

集成 Citrix Podio 45

集成 Citrix DaaS 56

集成 Covid‑19自我证明 62

集成员工问卷调查应用程序 68

集成 Adobe Sign 74

集成 SAP Ariba 80

集成 Blackboard Learn 85

集成 Canvas LMS 91

集成 SAP Concur 97

集成 Cherwell 106

集成 docuSign 110

集成 Google Analytics 118

集成 Google日历 121

集成 Google Directory 135

集成 Google Meet 144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2



微应用

集成 GoToMeeting 152

集成 Ivanti 158

集成 Jira 162

集成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 175

集成Microsoft Dynamics CRM 179

集成Microsoft Outlook 196

集成Microsoft Teams 201

集成Oracle HCM 207

集成 Power BI 209

集成Qualtrics 214

集成 RSS 216

集成 Salesforce 218

集成 ServiceNow 238

集成 Slack 254

集成 Smartsheet 262

集成 SocialChorus 267

集成 SolarWinds 272

集成 SAP SuccessFactors 275

集成 Tableau 283

集成Webex 288

集成Workday 293

集成 Zendesk 316

集成 Zoom 326

集成模板连接器规格 334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3



微应用

导出和导入集成和微应用 335

构建自定义应用程序集成 341

HTTP集成概念 343

规划集成 347

创建HTTP集成 348

HTTP集成脚本 353

脚本转换 357

配置集成 360

数组数据类型 371

深入创建集成数据结构 373

配置Webhook侦听器 378

创建微应用 381

页面生成器 388

构建列表页面 406

构建详情页面 409

构建创建页面 411

构建事件通知 416

本地化微应用 421

配置用户提供商 423

同步数据 430

自定义场景 432

为模板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434

为模板集成自定义现有微应用 440

为使用HTTP连接器构建的自定义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445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4



微应用

导入微应用 450

分配订阅者 455

优化工作流 458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5



微应用

微应用

November 8, 2022

应用程序集成扩展了 Citrix Workspace及其微应用程序，为用户提供了尖端的体验和用户界面。提供相关、可操作的
通知，结合直观的微应用工作流程，使最重要的业务系统和应用程序用例可以直接从用户的工作区访问。

通过减少上下文切换并消除了学习如何使用各种应用程序进行一次性交互的需要，从而节省用户时间。这改善了用户体
验，因为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主要职责。

在评估微应用服务时，Citrix服务运营团队将提供持续的入门帮助。该团队还会与你沟通，以确保微应用服务正常运行
和配置。入门步骤如下：

• 拥有 Citrix Cloud帐户和 Citrix Workspace体验访问权限。
• 拥有微应用服务权利。
• 下载并使用 Citrix Workspace应用程序或使用工作区 URL。
• 讨论与 Citrix的集成要求。
• 查看安全白皮书、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技术安全概述和适用于 Citrix Cloud平台的安全部署指南。
• 查看集成清单以解决安全、法律和开发问题。
• 查看我们针对目标应用的规格文档。

有关加入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服务的完整指南，请参阅入门。

微应用服务属于 Citrix Workspace的智能工作区功能。智能工作区功能为用户提供单一的统一体验，包括微应用、通
知、操作和工作流，以指导和自动化工作。有关微应用服务操作系统支持的最新详细信息，请参阅 Citrix Workspace**
应用程序功能列表中的智能 **工作空间功能条目。

概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服务是一种专注于将应用程序中的操作和通知直接传递到工作区或其他渠道的解决方案。您
可以通过构建从应用程序数据源到微应用服务的集成来实现此目的，从而使您能够将操作从应用程序拉到Workspace
中。

微应用提供可操作的表单和通知。微应用可以写回源系统。建议使用 OAuth 2.0向 SaaS应用程序写入内容的身份验
证机制。存储特定于每个用户的访问令牌，以便为用户操作提供无缝的用户体验。

下图提供了集成架构的高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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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Citrix微应用服务作为CitrixWorkspace智能的一部分提供。要熟悉CitrixWorkspace，请参阅CitrixWorkspace
文档。

CitrixWorkspace平台是Citrix Cloud的基础组件，它枚举所有数字工作空间资源并将其提供给CitrixWorkspace
用户体验。

微应用是小型、特定于任务的应用程序，可提供高度针对性的功能。这些应用程序允许用户以简单快捷的方式完成单一
用途的活动。微应用提供可操作的表单和通知。微应用可以写回源系统。

微应用服务是指 Citrix Cloud中的几个组件，这些组件专注于将应用程序中的操作直接交付到工作区或其他渠道。微
应用服务包括微应用管理员、微应用服务器和缓存。

回写描述了如何返回数据。执行操作后，数据将写回集成应用程序，然后重新同步回缓存。

记录系统 (SoR)是保存 Citrix Workspace用户感兴趣的信息的目标应用程序，它使用 JSON REST和任何常见的身
份验证机制（OAuth 2.0、NTLM、基本身份验证、持票人身份验证）。

HTTP集成是一种自定义构建的集成，您可以从应用程序数据源创建到微应用服务平台。这些集成使您能够将数据从应
用程序提取到Workspace中，然后对目标系统执行回写操作。

Microapp Builder是一种无代码工具，允许开发人员构建事件驱动的微应用（事件通知）和用户启动的微应用（操作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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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通知是事件驱动的微应用，它通过在Workspace活动源中创建 Feed通知（也称为卡片），在需要用户注意某些
事件时自动通知用户。例如，“待批准的新费用报告”和 “可供注册的新课程”。

操作页面是指用户启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微应用在Workspace中作为操作可用，可以轻松启动操作。例如，“请求
PTO’、’提交帮助台票证’和 ‘搜索目录’。

渠道是微应用相关通知的发送方式，包括 Workspace 中的通知源、Workspace 应用程序中的移动通知以及 MS
Teams事件。事件是通过微应用页面的呈现，根据数据源的变化推送到 Feed的通知。

通知服务启用来自数据源的系统警报，这些数据源在没有用户特定请求的情况下推送到通知源。

数据同步是将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服务平台，以便与缓存进行比较。通常，完全同步每 24小时执行一次，
增量同步可以配置为每五分钟提取一次。设置数据终端节点时会配置数据同步。

设置集成

使用我们随模板集成一起提供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有关可用模板集成和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设
置集成。

您还可以创建自定义集成以满足您的需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构建自定义应用程序集成。

添加和自定义微应用

设置集成后，准备微应用及其页面和通知。

自定义现有的开箱即用微应用或构建自己的微应用，以提供最佳的最终用户体验，满足您的需求并简化日常工作流程。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微应用。

用例

使用 Citrix Workspace简化宝贵的工作流程，利用微应用技术和当今可用的开箱即用模板。这些使用案例为员工提供
了独立于他们所使用的旧系统的一致而现代的体验，为执行重要的部门工作流提供了一种简化而有效的方式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 Citrix Workspace优化工作流。

观看以下视频，了解这些工作流程的演示：

IT自助服务微应用演示

HR自助服务微应用演示

其他资源

参加 Citrix Workspace Microapps Essentials电子学习课程，通过构建旨在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优化最终用户体验
的微应用，了解Web服务、API和系统集成的基础知识。

在视频：微应用概述中查看 Citrix Workspace智能和微应用服务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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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频：微应用自定义集成中了解有关创建自定义集成和微应用的信息。

在 Citrix Workspace开发人员门户中了解有关获取测试实例的更多信息。

以下是设置 RSS微应用的快速指南：有 Citrix安全公告时获取通知。

访问微应用讨论论坛。

下一步的去向

有关安全合规性，请参阅适用于 Citrix Cloud平台的安全部署指南和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技术安全概述。

要查看 Citrix Cloud连接要求，请参阅 Internet连接要求。

要开始使用微应用服务，请参阅入门。

要了解有关定义身份提供商和帐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身份和访问管理。

新增功能

December 5, 2022

Citrix的目标是在 Citrix Workspace客户可用时向其提供新功能和更新。具有智能功能的Workspace会定期发布微
应用平台的更新，因此请定期返回此处以了解有关新特性和功能的信息。

重要提示！

我们将不断发布新功能，并努力在首次推出这些功能时宣布这些功能。这意味着您在此列表顶部看到的较新的功
能可能正在发布过程中，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提供给特定客户。

有关云规模和服务可用性的服务等级协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trix Cloud服务等级协议。有关 Citrix Workspac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Workspace和 Citrix Cloud。

December 2022

弃用公告：由于使用率低，Citrix计划在亚太地区 (APS)地理位置弃用微应用服务，并将现有用户迁移到美国或欧盟地
理位置（如果适用）。所有 APS环境都计划从 2022年 12月 30日起弃用。活跃使用的 APS微应用环境的管理员将收
到一条产品内消息，其中包含详细说明弃用和迁移过程的进一步步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弃用

June 2022

弃用微应用服务：由于当前微应用应用程序的弃用流程，微应用服务将从 2022年 6月 1日起从平台中移除未使用的环
境。任何没有活动的微应用服务环境都计划进行此取消置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微应用服务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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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弃用微应用集成：自 2022年 5月 16日起，微应用集成已被弃用。任何已部署的集成实例都将继续运行，并且可以在
目录中创建集成。已弃用集成的维护日期为弃用日期 + 4周。维护后，集成将不会在集成目录中提供。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弃用。

2021年 11月

以下公告是本周发布的一部分：MAS 1.130.0

新的员工问卷调查应用程序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员工问卷调查应用程序集成模板允许用户从 Citrix
Workspace发送新的问卷调查表单和管理现有的问卷调查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员工问卷调查应用。

新的多选查找页面构建器组件多选查找的工作方式与 Lookup组件类似，允许用户通过搜索替代值来搜索和选择大量
值。例如，用户可以在安排会议时搜索并添加多个用户或用户电子邮件，或者在创建 Jira票证时添加多个标签。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页面生成器。

以下公告是以前版本的一部分：

October 2021

新的 Cherwell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Cherwell集成模板使 Citrix Workspace用户可以管理和接收有关事
件和服务请求更改的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Cherwell。

更新了 RSS集成模板：我们对 RSS模板进行了更新，以便您可以轻松自定义所需的任何频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自定义 RSS模板。

September 2021

新的 Adobe Sign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Adobe Sign集成模板允许 Citrix Workspace用户安全地查看和签
署协议以及管理模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Adobe Sign。

新的页面构建器组件：我们添加了两个新组件和一个用于构建微应用页面的页面模板：嵌入、文件上传和嵌入页面模板。
使用嵌入和嵌入页面模板，您可以在微应用中嵌入可在 Citrix Workspace中显示的网页。使用文件上传组件，您可
以在提交或更新操作期间将原始文件上传到应用程序记录系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页面生成器。

配置用户提供商：我们添加了一项用于管理微应用订阅者和用户的新功能。配置用户提供程序允许管理员配置用户提供
程序，以便从外部系统收集用户和组用户数据。您可以使用此数据管理所有集成中的微应用订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用户提供商。

新的HTTP RSS集成模板：我们新的 RSS集成模板提供了更强的集成，并允许更多的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设
置过程像以往一样简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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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8月

Workday集成中同步行为的更改：Workday同步已得到改进，以保护数据加载。同步不会在触发失败时继续同步，
而是为失败的 API调用重试五次。同步失败后，您可以在同步日志中找到信息。例如，如果集成配置中的密码已过期，
或者Workday模块中的报告 URL不再存在或缺少权限，则可能会出现故障状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新的 Oracle HCM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Oracle HCM集成模板允许 Citrix Workspace用户直接在工作区
中查看和编辑项目以及接收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Oracle HCM。

新的 Covid‑19自我证明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Covid‑19自我证明集成模板允许 Citrix Workspace用户使
用自我证明响应来提交其 Covid‑19疫苗接种状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Covid‑19自我证明。

新的中继状态身份验证选项：中继状态提供了一个额外的选项来配置OAuth 2.0身份验证，使用户无需重新输入凭据即
可访问微应用。只有当你和你的目标记录系统都使用 Okta时，才能对其进行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 HTTP
集成。

对webhook的脚本支持：HTTP集成脚本现在支持webhook。您可以在定义的webhook中配置脚本，以实现对
请求、响应解析和转换的控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脚本和 Citrix Developer门户。

July 2021

Canvas LMS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Canvas LMS集成模板允许用户查看课程、创建课程公告、管理课程注册
和查看学生的成绩。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Canvas LMS。

新的 SAP Concur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SAP Concur集成模板简化了配置流程，允许用户提交请求和接收有
关请求状态的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SAP Concur。

Citrix DaaS集成模板的新版本：我们为 Citrix DaaS提供了一个新的集成模板，该模板可简化设置过程、改进同步并
扩展受监视的计算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Citrix DaaS。有关升级到新集成的详细文章，请参阅升级集成。

June 2021

针对服务操作参数和模板变量配置的新验证规则：我们更新了集成验证规则，以改善未来的功能。在集成配置期间定义
维修操作参数和模板变量时，不再支持以下字符和短语：
Whitespa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uefalse、else、null、undefined、、
this。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集成。

UPN支持过滤器、约束条件和维修操作参数：在构建操作页面时，只要能选择用户电子邮件作为变量来提取数据，就可
以使用用户主体名称 (UPN)属性。在 Active Directory中，UPN属性是用于登录的用户标识符。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为数据筛选器配置 UPN属性。

SolarWinds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SolarWinds集成模板允许用户通过 Citrix Workspace提交和监控票
证、服务请求以及采取行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SolarW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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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2021年 5月

Smartsheet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Smartsheet集成模板允许用户管理工作表、讨论、更新请求和附件。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Smartsheet。

集成脚本：集成脚本允许开发人员编写脚本，为 HTTP集成扩展平台的功能。自定义脚本可以绑定到数据终端节点和服
务操作，以实现对请求准备、响应解析和转换的完全控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脚本和 Citrix Developer门户。

新的 SAP SuccessFactors EC HTTP集成模板：我们新的 SAP SuccessFactors EC模板使用新的脚本功能简化
了集成配置过程，并添加了新的 Skills微应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SAP SuccessFactors。

新的 Tableau HTTP集成模板：我们的新 Tableau HTTP模板使用新的脚本功能简化了自定义过程。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集成 Tableau。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集成模板允许用户查看
和响应潜在的劳动力管理活动、执行时间管理任务以及提交请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

更新了 DocuSign集成模板：我们更新了 DocuSign集成模板。实施此新模板需要管理员重新添加集成模板。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DocuSign。

2021年 4月

新的列表/网格组件布局我们添加了新的预配置布局，使您能够以最适合数据的方式显示正确的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显示组件下的列表/网格条目。

更新了 Citrix Cloud Status集成模板：我们新的 Citrix Cloud Status集成模板解决了性能问题。实施此新模板需
要管理员重新添加集成模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Citrix Cloud Status Hub。

Blackboard Learn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的新 Blackboard Learn集成模板允许用户注册新课程，以学生身
份和教师身份查看课程及其相关详细信息，以创建课程公告并查看课程成员和成绩。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集成
Blackboard Learn。

调度程序改进：微应用同步更新了其调度机制，以提高可靠性。进行此更改后，计划的同步作业将按照上次成功运行后
定义的时间间隔运行。在进行此更改之前，无论同步是否已在运行，计划作业都会尝试运行。例如，如果时间间隔设置
为从 10.00开始的 5分钟，则作业将尝试运行并在 10.05、10.10、10.15失败，直到同步作业完成。现在，如果间隔
设置为 5分钟，则作业从 10.00开始运行（例如，15分钟），一旦成功暂停五分钟，然后再次启动。因此，从 10.00开
始，成功运行到 10.15，然后从 10.20再次开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Webhook日志：为了提高性能和稳定性，Webhook日志屏幕中仅保留最后 10个Webhook日志条目以供查看。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显示Webhook日志。

新的Workday HTTP集成模板：我们新的Workday HTTP模板使用新的脚本功能简化了集成配置过程。所有工作
流现在都可以通过一个集成模板获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Workday。

SAP Ariba HTTP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SAP Ariba 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更强大的集成功能，可以查看和批
准 Citrix Workspace中的申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SAP Ar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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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更新了 Citrix Podio集成模板：我们新的 Citrix Podio集成模板解决了完整性警告问题。较旧的模板按原样工作，但
显示随此更新删除的完整性警告。实施此新模板需要管理员重新添加集成模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Podio。

2021年 3月

列表/网格组件：我们发布了一个新的页面构建器组件，用于向 Citrix Workspace中的用户显示数据列表。从预配置的
布局中进行选择，以最适合您的数据的方式显示正确的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显示组件下的列表组件条目。

脚本转换改进：脚本转换在处理脚本时引入了额外的改进。现在，您可以展开文本区域以便于编辑。启用了基本代码验
证以确保您的脚本没有错误，并且为了更好的用户体验而进行了一般的标准代码界面改进。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脚本
转换。

Ivanti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Ivanti集成模板允许用户通过 Citrix Workspace提交和监控事件、服务请求以
及采取措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Ivanti。

新的 SocialChorus微应用我们在 SocialChorus集成模板中添加了新的微应用程序。有一个新的微应用精选内容微
应用。此外，还有重要通讯的新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ocialChorus微应用。

新的 Zoom集成模板微应用：我们在 Zoom集成模板中添加了新的微应用。这些工作流已解决了三个新的使用案例；
即将举行的会议（本周）：查看本周所有即将举行的会议。用户可以编辑和开始会议，我的办公时间：根据首选项安排办
公时间会议。用户可以选择持续时间、开始日期、拨入号码等，还可以选择会议录音：查看过去七天的所有会议记录。
还允许用户从任何设备播放录音。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Zoom微应用。

Slack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Slack集成模板允许用户为可能不是流量密集型但需要其成员关注的关键渠道提
供额外的监控功能。用户可以启动新的签名模板，收到任何新待处理文档的通知，以及查看之前在 DocuSign收件箱中
发送或接收的信封列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Slack。

Qualtrics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Qualtrics集成模板允许用户接收有关需要回复的问卷调查的通知，查看需
要关注的活动问卷调查，还允许问卷调查管理者访问问卷调查统计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Qualtrics。

新的 OAuth授权类型： HTTP集成现在在配置服务操作执行时支持 OAuth 2.0隐式授权类型流。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设置服务身份验证。

Zendesk HTTP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Zendesk 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更强大的集成功能，可以提交和监控
来自 Citrix Workspace的请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Zendesk。

2021年 2月

新的 Citrix Podio常见问题解答微应用：针对新的常见问题解答微应用的 Citrix Podio集成文章已进行了更新。此微
应用程序编译常见问题解答列表，并在 Citrix Workspace中提供这些问题解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Podio常见
问题微应用。

通知阈值：为了提高性能，添加了一项新功能，以限制每个用户每个通知作业生成的最大通知卡数量。默认情况下，此
值为 50，可以进行调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提高通知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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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DocuSign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的新 DocuSign集成模板提供了强大的集成，允许用户使用 Citrix Workspace
从任何设备发送和接收用于数字签名的信封。用户可以启动新的签名模板，收到任何新待处理文档的通知，以及查看之
前在 DocuSign收件箱中发送或接收的信封列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DocuSign。

SocialChorus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SocialChorus集成模板提供了强大的集成，允许用户通过不同渠道在
员工之间传达管理层的重要公告并共享文章、链接和笔记等内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SocialChorus。

January 2021

Jira HTTP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 Jira 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更多配置缓存数据结构的功能，并附带了用于从
Workspace创建史诗的新微应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Jira。

MS Dynamics CRM HTTP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新的MS Dynamics CRM 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更强的集成，
并允许更多配置缓存数据结构的功能。设置过程像以往一样简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MS Dynamics CRM。

脚本转换：此功能允许您为数据加载终端节点和服务操作启用内联脚本转换。可以将脚本配置为接收从 HTTP响应获得
的响应对象，然后根据目标集成记录系统 (SoR)将其转换为另一个响应对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脚本转换。

Citrix Podio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的新模板利用 Podio上的灵活性和多样化的用例，在 Citrix Workspace上提
供快速操作。通过这种集成，您可以轻松地将Workspace上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连接到 Podio应用市场上随时可
用的相应 Podio应用程序，或者将 Podio上的自定义应用程序连接起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Podio。

Citrix DaaS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的新模板允许您在 Citrix Workspace中搜索和执行自助操作。用户可以检查
出现故障的关联计算机的状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DaaS。

Salesforce HTTP集成模板：我们新推出的 Salesforce 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更强大的集成能力，并允许更多配置
缓存的数据结构。设置过程像以往一样简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Salesforce。

新的 Salesforce开箱即用的微应用：新的 Salesforce微应用程序支持通知和工作流程，以便随时随地访问潜在客户、
客户、机会、案例和合同。有关新的 Salesforce HTTP微应用程序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微应用程序。

模板变量：此功能提高了在 HTTP集成期间设置数据终端节点和服务操作时的灵活性。模板变量允许您在请求配置中插
入动态值。例如，您可以在 Salesforce对象查询语言 (SOQL)查询中插入模板变量，以便轻松下载帐户对象。增量同
步和操作调用有自己的模板变量定义，使您能够在操作前和之后更新、操作调用和增量同步中覆盖或更改原始端点定义
的所有参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集成。

December 2020

MicrosoftOutlook集成模板（预览版）：我们新的Microsoft Outlook集成模板提供了强大的集成，允许用户安排
活动和办公时间，编辑活动和办公时间，并在活动开始前一小时收到通知。

分页配置：添加了一项新功能来改进 HTTP集成中的分页配置：要加载的最大页数。使用此选项可以设置处理大量记录
时返回的页数限制。可以为每个单独的终端节点配置要加载的最大页数。注意：这不会影响当前配置，除非您编辑终端
节点并且不保存，否则将在其上配置默认值 (1000)。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集成。

Google日历集成模板（预览版）：我们新推出的 Google日历集成模板提供了强大的集成功能，允许用户安排日历活
动并列出用户的活动和办公时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Google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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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组件增强功能：我们显著提高了 Lookup组件查询的性能。此外，对于表组件，我们改进了微应用表，在主表或联接
表列上使用了用户电子邮件过滤器。有关这些组件和其他表生成器组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页面生成器组件。

November 2020

MS Teams集成模板（预览版）：我们新的MS Teams集成模板提供了强大的集成，允许用户安排 Teams会议、从头
开始或基于现有团队创建团队、向现有团队添加新渠道、向特定渠道发送消息以及接收新创建频道的通知。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集成MS Teams。

Citrix Cloud Status集成模板和微应用：我们的新模板允许您获取可能影响某些 Citrix服务的事件和维护计划的最
新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Citrix Cloud Status Hub。

WorkdayHTTP集成模板：我们新的Workday 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更强的集成，并允许更多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的功能。这个新模板随附微应用程序，用于变更工作请求、费用报告和休假请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Workday。

新的Workday HTTP开箱即用微应用：新的Workday微应用程序可为变更任务请求、费用报告和休假请求启用通
知和工作流程。有关新Workday微应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Workday微应用。

使用新组件下载附件：我们的新附件组件可以列出数据源中的附件，并允许最终用户下载附件。可以直接预览图像。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页面生成器组件。

Google Meet集成模板（预览版）：我们新推出的 Google Meet 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强大的集成功能，允许用户
通过任何设备或内部网安排 Google Meet会议。用户可以选择日期、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密码和共同组织者。设置
过程像以往一样简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Google Meet。

Power BI HTTP集成模板：我们新的 Power BI 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更强的集成，并允许更多配置缓存的数据结
构的功能。设置过程像以往一样简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Power BI。

新的 Power BI开箱即用的微应用：新的 Power BI微应用程序支持查看和管理用户以及查看组的通知和工作流。有关
新 Power BI HTTP微应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微应用。

Power BI组件增强功能：需要 Power BI组件来授权登录的用户，然后他们才能查看仪表板、报表或磁贴。Power
BI模板随附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根据需要配置了组件。要从头开始进行设置，您需要配置服务操作以为用户生成令
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Power BI组件服务操作。

2020年 10月

组件值作为操作参数：现在，您可以在 “发送电子邮件”和 “转到 URL ”操作中使用组件值作为参数。此功能允许
Workspace用户在工作区字段中为给定操作输入电子邮件收件人，也可以将用户从工作区表单中输入的内容用作在
Workspace中打开的 URL模板的一部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页面生成器组件‑操作。

Zoom集成模板（预览版）：我们新推出的 Zoom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强大的集成功能，允许用户通过任何设备或内
部网根据自己的偏好安排会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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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月

Webhook日志：使用Webhook日志查看来自所有webhook端点的请求和错误的历史记录。您可以按webhook
名称和状态进行过滤，例如成功、错误或全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显示Webhook日志。

GotoMeeting集成（预览版）：我们新推出的 GoToMeeting 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强大的集成，允许用户从任何设
备或内部网安排 GotoMeetings。用户可以选择日期、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密码和共同组织者。设置过程像以往一样
简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GoToMeeting。

Webex集成（预览版）：我们新的Webex 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强大的集成，允许用户从任何设备或内部网安排
Webex Meetings。用户可以主持一次性/定期会议，添加受邀者和联合主持人，以及从不同的时区中进行选择。设置
过程像以往一样简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Webex。

2020年 8月

自定义图标：您现在可以添加自定义图标，以更好地识别您的集成并改善用户体验。更多信息请参阅添加自定义图标。

webhook侦听器的异步数据更新：对webhook集成的改进意味着webhook请求数据现在可以同步验证，但会异
步存储到数据库中。这会提高性能，因为webhook请求受到保护，避免微应用数据库过载，并且在高峰期可以处理更
多请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 HTTP集成。

2020年 7月

Google Directory HTTP集成：我们新的 HTTP Google Directory集成模板提供了更强的集成，并允许更多的功
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设置过程像以往一样简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Google Directory。

新的 Google Directory开箱即用的微应用：新的 Google Directory微应用支持通知和工作流程，以便查看和管理
用户以及查看群组。有关新的 Google Directory微应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 Google Directory微应用。

新的通知选项‑清除所有通知：您现在可以选择从微应用中删除所有通知。如果需要使用更新的数据结构重新组织或重新
生成，请使用此功能清除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构建事件通知。

Workday OOTB微应用增强‑创建 PTO请求：此Workday微应用现在在Workday中提供自动生成的注释，说明
谁创建了 PTO请求以及代表谁发出了请求。此功能使请求更加清晰。此评论只能由经理看到，而不是员工本身。

增强了Workday OOTB微应用‑PTO请求：如果用户在Workday中配置了 SSO，现在可以引导他们通过 SSO登
录。否则，您将被定向到标准登录页面。有关我们所有Workday OOTB微应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Workday微应用。

新的 Salesforce连接器参数 ‑ OAuth授权基本 URL：允许您为 Salesforce实例配置自定义 OAuth登录页面。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 Salesforce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SAP Concur OOTB微应用已删除‑快速开销：此 SAP Concur微应用现已弃用。用户需要删除此微应用，因为它配
置错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SAP Concur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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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深入创建集成数据结构：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创建超越一个关系的表数据结构的新示例和详细信息。使用所描述的方法
创建对更深层次的数据结构的引用，以便在微应用中使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深入创建集成数据结构。

本地应用程序支持（正式发布）：将本地应用程序中的操作和通知直接发送到工作区或其他渠道。此功能现已正式推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地实例。

Webhook侦听器：现在，您可以为集成配置webhook侦听器，以使您的应用能够向最终用户提供接近实时的数据。
配置webhook可以让你的应用以比从微应用平台端同步更快的速度向其他应用程序传递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Webhook侦听器。

执行操作之前的数据更新：现在，您可以配置 “执行操作之前的数据更新”，以便从记录系统中获取新数据。这样可以确
保您的数据在执行操作之前完全同步，并建立对微应用的信任。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集成。

HTTP ServiceNow集成：我们新的 HTTP集成模板提供了更强的集成，并允许更多的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设置过程像以往一样简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集成 ServiceNow。

新的 ServiceNow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新的 ServiceNow微应用程序支持 ServiceNow批准、请求、变更请求、
委托、事件和问题的通知和工作流程。有关新 ServiceNow微应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ServiceNow微应用。

HTTP集成速率限制：现在，您可以选择在设置HTTP集成时配置速率限制。根据记录在案的目标集成系统的标准速率
限制设置配置时使用该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 HTTP集成。

捆绑存储库：模板集成及其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现在可以通过捆绑存储库获得。当您想在微应用服务控制台中添加新的模
板集成时，添加集成页面将更新为最新的可用模板集成，供您选择。此界面现在提供有关集成的更多信息。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设置模板集成。

产品入门：微应用服务中的集成页面引入了产品内导航。此导航为核心微应用开发人员任务（如服务配置、微应用创建
和订阅者管理）提供了基本指导和文档链接。

2020年 5月

逻辑规则用户改进：我们引入了在微应用页面构建器中创建逻辑规则的可用性改进。使用新的简化直观逻辑界面，轻松
为微应用组件创建逻辑参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义微应用。

意大利语支持：出于本地化目的导出和导入已翻译的 JSON文件时，您现在可以将微应用本地化为意大利语。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本地化微应用。

P@@ages update‑日期/时间属性：更新页面构建器中的日期/时间组件可让您更好地控制微应用时间输出。现在，
除了组件中显示的默认时间值之外，您还可以将日期和时间显示配置为显示浏览器、12小时和 24小时的时间输出。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义微应用。

通知和页面改进‑变量：改进了用于在通知和页面构建器中配置变量的界面，使您可以轻松地为微应用配置和控制变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义微应用。

导入新的微应用版本：现在，您可以从每个微应用的选项（省略号）菜单中导入更新版本的微应用。使用此功能，您可
以选择将较旧的微应用标记为生命周期终止 (EOL)，并将较新版本设置为活动状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导出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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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和微应用。

逻辑规则的扩展：页面构建器现在允许您为非输入组件创建逻辑规则。例如，在决定另一个组件的操作（隐藏、显示等）
时，可以考虑显示组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义微应用。

改进了服务操作中的 Datetime参数：现在，在服务操作设置中使用 Dateime参数会在生成的请求中生成匹配格式。

2020年 4月

通知改进：通知配置流程经过重新设计，可在设置微应用通知时改进工作流程。现在，您可以通过单个统一的配置工作
流控制通知更改、执行和到期设置以及已发布通知的常规输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义微应用。

HTTP集成表合并：现在可以使用在HTTP集成期间配置端点时合并父表和子表的选项。使用此功能，您可以选择是从
父表还是子表中获取合并表中的选定属性，或者是否同时保留这两个属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集成。

从 Citrix Workspace中的报表视图导航到 Power BI：显示来自 Power BI的报表和仪表板的微应用页面现在包含
指向目标记录源的链接，以获得更详细的视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Power BI微应用。

March 2020

本地应用程序支持（技术预览版）：将本地应用程序中的操作和通知直接发送到工作区或其他渠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本地实例（技术预览版）。

操作执行后的数据更新：现在，您可以配置操作执行后的数据更新，以便从记录系统中获取新数据。这样可以确保您的
数据在执行操作后完全同步。这是一个可选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集成。

性能改进：现在可以立即应用对微应用订阅的更改。这样就不再需要在登录和关闭时等待。

ServiceNow OOTB微应用增强功能： ServiceNow微应用已更新为包括查询页面组件，该组件具有提前键入搜索
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ServiceNow微应用。

数据缓存改进： HTTP集成功能的增强使用户可以在同步后更轻松地从表中检查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集
成。

Jira OOTB微应用增强功能： Jira微应用已更新为包含 Lookup页面组件，该组件具有预键搜索功能。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 Jira微应用。

Workday OOTB微应用：发布了新版本的Workday自定义报告：人员配备活动、费用、变动工作和休假请求。我们
添加并更新了电子表格，让您可以创建自定义报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自定义报告。

SAP Concur OOTB微应用：这些 SAP Concur微应用现已弃用：“提交快速费用”、“创建用户”和 “用户”。用户
需要删除这些微应用，因为它们配置错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SAP Concur微应用。

2020年 2月

新的 HTTP同步规则：定义每日或每周同步时，同步会在您选择的时隙内随机进行。例如，选择 00‑04每日完全同步
将在该时段内随机选择的时间运行完全同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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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集成工作流程包括导入：为微应用创建新集成时，您现在可以从各种选项中进行搜索以帮助您入门。从模板中
进行选择，创建自定义的 HTTP集成，现在甚至可以导入和导出自己的集成配置和微应用。有关导出和导入集成和微应
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导出和导入集成和微应用。

现有集成和微应用的增强功能：为了支持可用性和采用率，我们一直在努力改进模板集成和微应用。例如，我们对 RSS
微应用的开箱即用配置进行了改进。

页面构建器的增强功能：查找页面组件现在具有预键搜索功能。

弃用

December 5, 2022

本文中的公告旨在提前通知您正在逐步淘汰的微应用集成和功能。我们提供此信息，以便您能够及时做出业务决策。

微应用集成的弃用有两个重要阶段：

• 弃用 ‑ 2022年 5月 16日，已弃用标签将出现在目录的集成磁贴上。任何已部署的集成实例都将继续运行，并且
可以在目录中创建集成。

• 维护—2022年 7月 1日。该集成在集成目录中不可用。任何已部署的集成都将继续运行，并且可以在目录中创
建集成。该集成未得到完全支持，只会继续进行关键错误修复。

注意：

已部署的集成不受影响，并且在弃用和维护日期之后仍可完全正常运行。

亚太地区 (APS)地理位置的弃用

由于使用率低，Citrix计划在亚太地区 (APS)地理位置弃用微应用服务，并将现有用户迁移到美国或欧盟的地理位置
（如果适用）。所有 APS环境都计划从 2022年 12月 30日起弃用。活跃使用的 APS微应用环境的管理员将收到一条产
品内消息，其中包含详细说明弃用和迁移过程的进一步步骤。

弃用和删除

以下集成模板自 2022年 5月 16日起已弃用。在 2022年 7月 1日凌晨 1:00之后，集成将不可用，届时集成已终止生
命周期且不再可用：

• Adobe Sign
• Blackboard Learn
• Canvas LMS
• Cherwell
• Citrix Virtual Apps and Desktops
• Docu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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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loyeeSurvey
• Google Directory
• Google Meet
• GoToMeeting
• Ivanti
• Kronos Workforce Cen
• Microsoft Outlook
• Microsoft Teams
• MS Dynamics CRM
• Oracle HCM
• PowerBI
• Qualtrics
• Slack
• SocialChorus
• Solar Winds
• Tableau
• Upwork
• Webex Meetings
• Zendesk
• ZoomMeetings
• Google日历
• Smartsheet

自 2022年 8月 10日起，以下集成模板已过时。在 2022年 9月 1日凌晨 01:00之后，集成将不可用，此时集成的生
命周期已结束，不再可用：

• Back To Work
• BambooHR
• COVID Vaccine Finder
• Digital Wellbeing
• 使用 Azure AD的员工识别
• Freshdesk
• Grouproom
• New York Times
• Office Tracking log
• Zuric的 PlanFacts集成
• RunMy Process
• S2S Missed Call
• SharePoint Change Management
• Slack
• Spo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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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tual Metric
• Zoho CRM

微应用服务弃用

June 9, 2022

本文中的公告旨在提前通知您正在逐步淘汰的微应用集成和功能。我们提供此信息，以便您能够及时做出业务决策。

由于当前微应用应用程序的弃用流程，微应用服务将从 2022年 6月 1日起从平台中移除未使用的环境。任何没有活
动的微应用平台服务环境都计划进行此取消置备。

如果您认为自己受到此过程的错误影响，则可以请求恢复您的环境。为此，请通过普通渠道（客户服务门户、电话、管
理层升级等）创建包含详细信息的支持任务，支持人员将创建一个工单来验证请求并恢复环境。

• 在取消置备的前 30天内提出的环境支持请求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 取消置备前 30天后提出的支持请求无法恢复，因为数据库将被删除。在此时间段之后，您可以申请一个新的空
白环境。

微应用平台服务将于 2023年 7月 3日到达生命周期终止 (EOL)。积极使用微应用的现有客户可以继续按原样使用该服
务，直至停产日期。作为停产流程的一部分，我们将于 2022年 7月 1日从微应用目录中删除精选的集成模板。

弃用时间表

微应用服务的发布里程碑和日期：

• 2022年 6月 1日 ‑变更通知 (NSC)‑Citrix宣布打算向受影响的客户停用微应用服务的日期。
• 2022年 6月 15日 ‑内部环境被移除。
• 2022年 7月 1日 ‑生命周期终止 (EOL)微应用集成模板‑某些微应用集成模板已从微应用目录中删除。
• 2022年 7月 4日 ‑外部环境移除流程开始。
• 2023年 7月 3日 ‑生命周期终止 (EOL)微应用服务‑微应用权利将从Workspace Service计划中删除，客户
将无法再访问微应用服务或功能。

弃用常见问题解答

• 哪种产品正在取代 Citrix微应用服务？
Citrix Work Collaboration Solutions将继续投资于数字化和简化工作流程，并将在未来公布我们在该领域
的产品创新。同时，Citrix客户团队正在与工作协作解决方案产品管理团队合作，将当前的微应用客户过渡到适
合其用例的解决方案。

• 我能否在停产日期之前继续使用微应用？
您有权通过Workspace Service使用微应用服务，并且在 2023年 7月 3日停产之前可以继续访问和使用您
的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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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 1日之后，我还能使用微应用服务模板吗？
您有权通过Workspace服务使用微应用服务，即使在 2022年 7月 1日之后，您也可以继续构建自定义微应用
工作流。移除模板意味着当前未使用模板的客户无法在 2022年 7月 1日之后开始使用这些模板化微应用工作流
程。授权客户能够构建自定义微应用工作流程，包括模板当前涵盖的用例。
如果您拥有 Citrix Virtual Apps and Desktops微应用程序，则仍然可以解决模板化微应用工作流提供的用
例，而无需微应用服务。您可以使用可用的 ITSM适配器或 Citrix Workspace应用程序中的连接中心来执行此
操作。请联系您的客户团队，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入门

November 8, 2022

注意：

• 微应用集成模板已被弃用，并将于 2022年 7月 1日后不可用。
• 过了这段时间，集成即告终止，不再可用。
• 有关更多信息和已弃用集成的列表，请参阅弃用。

本文将指导您开始使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在开始加入之前，请务必查阅以下有关如何处理凭证和数据的文章
以及部署服务管理控制台的安全指南：

• 适用于 Citrix Cloud平台的安全部署指南
• 微应用技术安全概述
• 使用 Citrix Workspace的微应用服务参考架构

添加管理员

启用正确的管理员访问权限以向微应用添加订阅者。使用此委派权限流程，管理员可以添加订阅者。有关管理访问和订
阅者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分配订阅者。

1. 登录 Citrix Cloud后，从菜单中选择身份和访问管理，然后选择管理员。
控制台将显示帐户中当前的所有管理员。

2. 找到要管理的管理员，选择菜单（省略号）按钮，然后选择编辑访问权限。
3. 选择 Custom access（自定义访问权限）。
4. 确保选中以下复选框，然后选择保存：

• 在 “常规管理”下，选择 “域和库”。
• 在MicroAppsNew下，选择管理员，完全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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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需要添加订阅者的所有管理员重复此过程。有关管理管理员（包括添加新管理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向 Citrix
Cloud帐户添加管理员。

注意：

授予域和库管理员访问权限允许管理员分配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库将用户和组分配给服务选项。

自定义工作区UI

通过自定义Workspace UI，为微应用、通知和活动源启用Workspace UI。

1. 登录 Citrix Cloud后，从菜单中选择 “工作区配置”。
2. 选择自定义，然后选择功能。
3. 将开关切换到 “启用”，然后选择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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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用户设置Workspace应用

要使订阅者使用工作区和访问应用程序，他们必须下载并使用 Citrix Workspace应用程序或使用工作区 URL。要测
试微应用解决方案，必须将几个 SaaS应用程序发布到工作区。

可以从 Citrix下载中心下载Workspace应用程序。在 “选择产品”列表中，选择 Citrix Workspace应用程序。

白名单URL

如果配置了出站防火墙，请确保允许访问以下域：

• https://*.cloud.com

• https://*.citrixdata.com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互联网连接要求。

查看集成的先决条件

在设置集成之前，请查看以下内容：

• 在设置集成之前，请查看解决安全、法律和开发问题的最佳做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应用程序集成的最佳做
法。

• 查看我们针对目标应用的规格文档。每篇应用程序集成文章都有指向其各自技术规范的链接。

设置集成

现在你已经准备好设置一个集成了。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提供了大量开箱即用的集成供您使用。有关模板集成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模板集成及其微应用。按照以下步骤设置应用程序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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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可以从头开始开发自己的低代码 HTTP集成。有关规划和构建自定义集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构建自定义应用
程序集成。

下一步的去向

是时候设置你的微应用了。有关自定义微应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微应用。

管理访问权限和订阅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分配订阅者。

技术安全性概述

November 8, 2022

本文适用于 Citrix Cloud中托管的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服务。

在开始部署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服务之前，请查看 Citrix Cloud平台的安全部署指南。

安全性概述

微应用平台已集成到Workspace中，并使用现有的身份管理。OAuth是写入 SaaS应用程序的主要身份验证机制。
Credential Wallet中存储了特定于每个用户的 SaaS提供的用户访问令牌，以便为用户操作提供高效的用户体验。

此组件使用名为 Citrix Cloud Connector的代理连接到云服务。下图说明了服务及其安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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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据处理

此服务处理以下类型的应用程序集成凭证：

• 基本用户凭证
• OAuth
• OAuth2

一般安全概述

微应用模板应用程序和集成按 “现样”提供。连接器指南中描述的所有数据、字段和实体都将从源记录系统 (SOR)中完
整提取并传输到微应用缓存中。目前无法配置模板。

微应用存储来自集成记录系统的数据缓存。对于 HTTP集成，客户在设置配置时可以完全配置数据的范围，并且可以随
时更改。

系统帐户用于使用目标记录系统 API检索缓存的数据。通常要求系统帐户对使用微应用的所有用户对微应用所需的所有
数据具有只读访问权限。

微应用使用 Azure Key Vault支持的服务安全地存储服务帐户的凭据以及单个用户帐户的 OAuth令牌用于写入操作。

微应用还存储为用户生成的所有通知卡。除了这些卡片的内容外，触发这些通知的事件也可以由管理员进行配置。

记录用户与系统的交互。日志数据不包含任何记录系统数据或机密。

内容存储在设置 Citrix Cloud帐户时选择的区域中。目前可用的地区包括美国、欧盟和 AP/S（亚太南部）。

客户内容和日志完全存储在 Citrix平台中，第三方不可用。

用于恢复目的的微应用的数据备份将存储两周。

权利终止后，微应用数据将保留 30天。在此宽限期之后，所有资源都将被删除。

数据

数据不是显式可见的，只能看到实体属性和集成表。

此数据显示在两个位置：

1. 在微应用管理员/构建器页面上（因此也是Workspace）

2. 与记录相关的数据可以显示在馈送卡中（作为定义的变量）。这些定义位于微应用构建器中。根据管理员的定义，
微应用可能被定义为导出所有数据。

示例：如果有人同步或添加个人信息（可能是 PII）并设置为显示所有记录和字段。预定义的模板是根据安全最佳实践构
建的，并且以不显示敏感数据的方式提供。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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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集成需要客户组织中的管理员（或同等权限）权限。微应用提供了这些工具，客户/管理员可以根据客户的要
求尽可能地利用这些工具来确保安全。

个人身份信息 (PII)

个人身份信息 (PII)是根据地理位置、业务、安全性和合规性考虑因素逐个指定的。PII是管理员/客户自行决定的问题，
因为每个公司/客户对于自己组织内的 “敏感”内容可能有不同的定义。

个人身份信息会根据不同的地理机构而变化，但可能包括姓名、社会保险/国民保险号、生物识别记录、身份证号码、特
定于身体、生理、心理、经济、文化或社会身份的因素，或结合起来的信息与其他数据一起，可以识别个人。

就一般最佳实践而言，在处理数据时，请考虑以下内容以确定和实践。

• 确定您的应用程序集成存储的 PII
• 查找 PII存储的所有位置
• 根据灵敏度对 PII进行分类

识别 PII

个人身份信息可以包括银行详细信息和登录信息。政府机构存储个人身份信息，包括社会保险号、地址、护照详细信息
和许可证号码。

PII存储位置

个人身份信息可以存在于许多不同的位置，例如文件服务器、云服务、员工笔记本电脑、门户等，包括：

正在使用的数据：员工用来完成工作的数据。

静态数据：这是存储或存档在硬盘、数据库、笔记本电脑、Sharepoint和Web服务器等位置的数据。

动态数据：这是从一个位置过渡到另一个位置的数据。例如，数据从本地存储设备移动到云服务器，或者通过电子邮件
在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之间移动。

PII灵敏度分类

PII必须根据其敏感度进行分类。这是个人身份信息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数据是否为：

可识别： PII数据有多独特？如果单个记录本身可以识别个人，则表明数据高度敏感。

组合数据：尝试识别两个或多个数据，这些数据在组合后可以识别唯一个人。

合规性：根据您所在组织的类型，PII有各种法规和标准。您可能需要遵守的法规包括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 (PCI
DSS)、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或 HIPAA。

有关 GDPR和 Citrix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DPR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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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访问

微应用平台从缓存中读取数据。根据云供应商的规定，缓存在存储级别进行静态加密。读取访问权限在源系统中不可用。
它在微应用平台中进行了审计。

写访问

使用写入 API。如果服务不允许写入 API，我们将回退到服务帐号。在所有情况下，写入权限都是可审计的，并且归因
于源系统中的用户。

数据流

由于云服务托管的组件不包括 VDA，因此预配所需的客户应用程序数据和黄金映像始终托管在客户设置中。控制平面可
以访问元数据，例如用户名、计算机名称和应用程序快捷方式，从而限制了从控制平面访问客户的知识产权。

在云端和客户场所之间流动的数据使用端口 443上的安全传输层安全性 (TLS)连接。

Citrix Cloud Connector网络访问要求

Citrix Cloud Connector仅需要传输至 Internet的端口 443出站流量，并且可以托管在 HTTP代理后面。

在 Citrix Cloud中为 HTTPS使用的通信为 TLS 1.0、1.1或 1.2。（有关正在进行的更改，请参阅弃用 TLS版本。）

IP白名单配置

您可能需要为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例如 Salesforce）配置微应用服务从中访问其 API的指定 IP地址。微应用服务从下
面列出的范围内的外部 IP地址发出请求。根据您的微应用服务区域配置第三方提供商。确保为美国和欧盟地区配置两个
列出的范围。

如果您确实配置了指定的 IP，我们建议您定期添加书签并重新阅读本文，以便随时了解将来可能添加或删除的 IP范围
和地址。

美国地区（32个地址）：

• 20.57.83.64/28
• 20.57.83.192/28

欧盟地区（32个地址）：

• 20.86.245.144/28
• 20.86.245.160/28

AP‑S区域（16个地址）：

• 20.205.243.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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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安全做法
注意：

您的组织可能需要满足特定的安全标准才能满足法规要求。本文档不涉及此主题，因为这些安全标准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发生变化。有关安全标准和 Citrix产品的最新信息，请咨询 Citrix安全性。

为确保您已查看所有安全注意事项：

• 仅授予用户所需的功能
• 查看组织的最低安全准则
• 使用加密通信 (HTTPS)，至少使用传输层安全性 (TLS) 1.2
• 查看你的房价限制
• 使用具有最低权限的系统帐户获取数据（批量读取）
• 考虑一下同步未运行后必须保留数据多长时间
• 使用公共 API进行生产
• OAuth2是此 SaaS服务的首选身份验证协议
• 始终使用 OAuth2进行回写
• 保持集成更新。验证它是否有效且外部 API没有更改

下一步的去向

有关类似 Citrix Cloud服务的更多安全信息和安全指南，请参阅以下资源：

• Citrix安全

• Citrix ADC安全部署指南

• 安全注意事项和最佳做法

• 智能卡

• 传输层安全性 (TLS)

注意：

本文档旨在向读者介绍和概述 Citrix Cloud的安全功能；并定义 Citrix与客户之间在保护 Citrix Cloud部署方
面的责任划分。其目的不是用作 Citrix Cloud或其任何组件或服务的配置和管理指导手册。

设置模板集成

June 9, 2022

注意：

• 微应用集成模板在 2022年 5月 16日之后被弃用，2022年 7月 1日之后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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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这段时间，集成将终止使用寿命，不再可用。
• 已部署的集成不受影响，并且在弃用和维护日期之后仍然可以完全正常运行。
• 有关更多信息和已弃用集成的列表，请参阅弃用。

您可以设置模板集成并使用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或构建自己的微应用。在开始之前，请务必查看配置应用程序
集成的最佳做法。有关模板集成及其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模板集成和开箱即用的微应用。

除了Citrix构建的模板集成之外，还有第三方微应用。有关这些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Citrix ReadyMarketplace。

如果您想构建自己的集成，请参阅弃用。

微应用集成模板的维护声明

Citrix提供的集成就是模板。模板的开发人员对其进行维护并确保它继续工作。

发布后，新的集成模板通常会归类为 Citrix Labs。这样一来，根据最初的客户反馈，该功能就会成熟。对于 Citrix
Labs模板，不承诺提供支持，开发人员会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Citrix Labs集成模板是出于测试/验证的目的而共享
的。我们不建议在生产环境中部署它们。添加新集成时，请参阅产品中显示的 Citrix提供的模板列表。Citrix Labs模
板在单独的部分中列出。

客户可以将集成模板实例化为集成，并在不变的情况下运行它们。假设模板已从 Citrix Labs过渡出去，集成的开发人
员将在产品中列为 Citrix提供的模板时对其进行维护、保持最新状态并完全正常工作。联系模板开发人员，详细了解他
们的支持政策。

客户可以自定义实例化集成。对于 Citrix的集成模板，没有支持自定义的承诺，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联系模板
开发人员，详细了解他们的支持政策。

模板开发人员可以随时从产品中删除模板。这不会从客户部署中删除实例化。对于已离开 Citrix Labs的集成模板，开
发人员承诺在停止维护集成模板之前至少提供四周的通知。联系模板开发人员，详细了解他们的支持政策。

模板集成的更新不会自动向客户推出。客户决定何时从目录中获取新版本的模板。如果客户基于旧版本进行了任何自定
义，则需要由客户将这些自定义项合并到新版本中。

应用程序集成的最佳做法

在准备为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实施新的集成时，请查看以下最佳做法：

开发

查看开发注意事项：

• 考虑 API服务调用的费用。定义使用案例所需的 API调用速率。这包括谁支付费用、费用级别以及对你的使用案
例费率的估计。

• 确保您有权访问目标系统。
• 验证您的应用程序注册是否可以在您的商城中。否则，每个用户都必须创建自己的注册。
• 确保您能够购买目标系统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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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 不要使用私有 API，也不要对系统提供的 API进行逆向工程。
• 继续回归测试连接器并跟踪 API协议更改。
• 验证所需的数据保留时间段是否与 Citrix Cloud的默认值兼容。
• 如果您使用广告拦截软件，请为 Citrix Cloud和Workspace禁用该软件。

法律

查看法律注意事项：

• 查看用户协议。
• 查看对使用服务帐号的限制。
• 查看对分配的限制。
• 将您注册并查看的所有协议保留在存储库中。
• 对于非 Citrix微应用，请阅读微应用服务条款。

安全性

查看安全注意事项：

• 查看组织的最低安全准则。
• 使用加密通信 (HTTPS)，至少使用传输层安全性 (TLS) 1.2。
• 检查你的费率限制。
• 使用具有最低权限的系统帐户获取数据（批量读取）。
• 考虑一下同步未运行后您将数据保留多长时间。
• 使用公共 API进行生产。
• OAuth2是此 SaaS服务的首选身份验证协议。
• 始终使用 OAuth2进行回写。
• 保持集成更新。验证它是否有效且外部 API没有更改。

模板集成及其微应用

以下集成适用于 Citrix微应用开箱即用。选择目标应用程序以查看设置集成的详细信息：

Citrix Cloud状态

事件：接收有关新事件和事件更新的通知。同时搜索事件并查看其详细信息。

维护：接收有关添加到日历的新维护计划的通知，以及 “维护”窗口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的通知。还可以搜索维护计划并查
看其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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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ix Podio

广播：查看所有具有未来结束日期的已发布（状态：直播）广播。

创建广播：创建和发布新的广播。

管理广播：管理员可以查看和更新所有创建的广播。此视图不限于已发布的（状态：直播）广播。

Citrix DaaS

我的桌面：搜索 Citrix Virtual desktops，然后从 Citrix Workspace执行自助服务操作，例如重新启动。

我的会话：搜索 Citrix虚拟会话，然后从 Citrix Workspace执行自助服务操作，例如注销和断开连接。

虚拟桌面（管理模式）：启用 Citrix Workspace CVAD管理员查找计算机、查看其详细信息、将计算机置于维护模式以
及重新启动计算机。

Covid自我证明

自我证明：提交您的每日疫苗接种状态回复以进行 covid‑19自我证明。

员工问卷调查应用

问卷调查表单：为新问卷调查提供通知，并允许用户查看和提交问卷调查表。

管理问卷调查：允许问卷调查应用程序管理员从 Citrix Workspace管理计划的问卷调查表单。此微应用仅适用于员工
问卷调查应用程序管理员成员。

Adobe Sign

发送协议：发送模板并将协议上传给收件人以供签名。

我收到的协议：提供等待用户签名的 Adobe Sign协议的列表。用户可以签署协议表

正在进行的协议：正在进行的 Adobe Sign供签署的协议列表。用户还可以取消已发送的协议。

已完成的协议：已完成的 Adobe Sign协议和详细信息列表。用户还可以共享收到的协议。

已取消的协议：已取消的 Adobe Sign协议和详细信息列表。

管理协议：管理和编辑模板协议。

SAP Ariba

申请审批：查看具有等待审批的详细信息的申请。包括批准操作。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32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podio.html#use-podio-microapps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cvads.html#use-cvads-microapps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covid-19-self-certify.html#use-covid-self-certify-microapps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podio-survey-app.html#use-employee-survey-app-microapps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adobe-sign.html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ariba.html#use-sap-ariba-microapps


微应用

SAP Ariba（旧版）

申请审批：查看具有待审批的详细信息和要审批的活动的申请。

Blackboard Learn

课程注册：注册课程。

创建课程公告：允许教师为课程创建公告。

教师视图：允许教师查看课程成员和成绩。

我的课程：查看课程公告和课程的附件

我的成绩：允许学生查看课程成绩。

Canvas LMS

创建课程公告：教师为课程创建公告。

我的课程：查看课程公告、作业和课程文件。

我的成绩：学生查看他们的课程成绩。

教师视图：教师查看和添加课程成员以及查看学生。

Cherwell

创建事件：允许用户创建事件。

创建服务请求：从目录中创建新的服务请求或选择预定义的服务请求模板。

我的开放事件：查看和管理工作区用户拥有的开放事件。

我的打开服务请求：查看和管理工作区用户拥有的打开的服务请求。

SAP Concur

审批：批准待定支出报表或将其发回。

费用：搜索和查看费用。

行程：搜索、查看和分享行程。

快速支出：搜索和查看快速支出。

报告：搜索和查看您提交的支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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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SAP Concur（旧版）

审批：批准待定支出报表或将其发回。

费用：搜索和查看费用。

行程：搜索、查看和分享行程。

快速支出：搜索和查看快速支出。

报告：搜索和查看您提交的支出报告。

提交快速支出：创建新的快速支出报表。

docuSign

我收到的信封：查看用户收到的等待签名的信封。用户可以在 DocuSign中对自己进行身份验证并查看信封。

发送模板：发送现有模板进行签名。

我的已发送信封：查看用户发送的信封列表。用户还可以查看信封的详细信息，还可以添加、编辑和删除收件人。

Google Analytics

会话量度：查看会话和会话指标。

用户指标：查看用户指标。

Google日历

创建活动：根据用户偏好安排活动。

我的日历（本月）：查看即将到来的本月的一次性和重复性日历事件的列表以及编辑事件的功能。

我的办公时间：创建、编辑和查看办公时间。

Google日历（旧版）

日历事件：创建和预览事件。

Google Directory

创建用户：添加新用户。

目录管理员：管理用户和详细信息。

群组：查看组和详细信息。

我的详情：查看您自己的详细信息。

用户：查看用户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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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Google Directory（旧版）

目录管理员：添加新用户。

目录详细信息：查看团队成员的详细信息，包括新员工和职位变动。

Google Meet

创建会议：根据用户偏好安排会议。

会议录制文件：查看可供用户使用的所有会议录制文件的列表并观看录制的视频。

GoToMeeting

创建会议：此微应用用程序用于根据用户偏好安排会议。用户可以选择日期、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密码和共同组织者。

Ivanti

座席事件：由座席自助管理事件。订阅者必须有代理访问 Ivanti的权限，否则解决方案将失败

从服务目录创建：使用指向 Ivanti自助服务模块的深层链接，根据微应用的标题创建服务请求。

创建事件：报告 Ivanti中的新事件。这是一个快速创建，可以在没有所有者的情况下提交。

我的事件：自助服务处理我的事件。

我的服务请求：查看包含深层链接的现有服务请求，以查看与请求关联的动态模板。

快速服务请求：快速创建常见服务请求。

Jira

创建史诗：创建包含详细信息的新 Jira Epic。

创建票证：创建包含详细信息的新 Jira票证。

票证：查看票证、添加评论、创建子任务以及更改状态和受让人。

Jira（旧版）

创建票证：创建包含详细信息的新 Jira票证。

票证：查看票证、添加评论、创建子任务以及更改状态和受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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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nos Workforce Central

我的应计余额：即时查看不同日期的应计余额。

我的休假历史记录：允许用户查看当月可用休假数据的历史记录。

记录时间戳：记录他们的冲入和出点日期和时间。

请求休假：提交休假申请。

请求休假批准：接收有关所有休假请求的通知给经理，并将所有已批准或拒绝的休假请求的通知推送回原始请求者。

时间日志：接收所有请求的工作时间的通知。批准或拒绝单个用户或一组用户。

微软动态

帐户：搜索、查看和编辑帐户。

约会：搜索、查看和编辑约会。

案例：搜索、查看和编辑案例。

联系人：搜索、查看和编辑联系人。

创建账户：创建一个账户。

创建约会：创建约会。

创建案例：创建案例。

创建联系人：创建联系人。

创建潜在客户：创建潜在客户。

创造机会：创造机会。

创建电话：创建电话。

创建任务：创建任务。

销售线索：搜索、查看和编辑潜在客户。

机会：搜索、查看和编辑机会。

电话：搜索、查看和编辑电话。

任务：搜索、查看和编辑任务。

微软动态（旧版）

帐户：搜索、查看和编辑帐户。

约会：搜索、查看和编辑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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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搜索、查看和编辑案例。

联系人：搜索、查看和编辑联系人。

创建账户：创建一个账户。

创建约会：创建约会。

创建案例：创建案例。

创建联系人：创建联系人。

创建潜在客户：创建潜在客户。

创造机会：创造机会。

创建电话：创建电话。

创建任务：创建任务。

销售线索：搜索、查看和编辑潜在客户。

机会：搜索、查看和编辑机会。

电话：搜索、查看和编辑电话。

任务：搜索、查看和编辑任务。

Microsoft Outlook

创建活动：微应用用程序用于根据用户首选项安排活动/会议。

我的日历：微应用用程序用于查看和编辑即将举行的活动/会议。

我的办公时间：Microapp用于创建、查看和编辑虚拟办公时间。

Microsoft Teams

添加频道：向现有团队添加新频道。

创建会议：根据用户偏好安排MS Teams会议。

创建团队：根据用户偏好从头开始或基于现有团队创建团队。此外，每当为任何团队创建频道时，团队所有者都会收到
通知。

发送消息：向任何团队中的特定频道发送消息。

Oracle HCM

员工目录：查看和搜索员工目录。

输入我的时间：输入所选条目类型的每日时间。

PTO：创建并提交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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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Power BI

仪表板：查看 Power BI仪表板的详细信息。

报告：查看 Power BI报告的详细信息。

Qualtrics

我的问卷调查：查找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用户的所有活动问卷调查。在向用户发送问卷调查时以及问卷调查到期前 24
小时发送通知。

Qualtrics问卷调查统计数据：供品牌管理员管理问卷调查。查看活跃问卷调查的统计信息。问卷调查到期前 24小时
发送的通知包含基本绩效统计数据和深度链接功能。

RSS

项目：搜索和查看项目。

销售部队

帐户：搜索、查看和编辑帐户。

案例：搜索、查看和编辑分配给你的案例。

联系人：搜索、查看和编辑联系人。

合同：搜索、查看和编辑合同。

创建账户：创建一个新账户。

创建案例：创建一个新案例。

创建联系人：创建新联系人。

创建合同：创建新合同。

创建活动：创建新活动。

创建潜在客户：创建新的潜在客户。

创造机会：创造新机会。

创建任务：创建新任务。

事件：搜索、查看和编辑事件。

潜在客户：搜索、查看、编辑和转换潜在客户。

机会：搜索、查看和编辑机会。

任务：搜索、查看和编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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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Salesforce（旧版）

帐户：搜索、查看和编辑帐户。

案例：搜索、查看和编辑分配给你的案例。

联系人：搜索、查看和编辑联系人。

合同：搜索、查看和编辑合同。

创建账户：创建一个新账户。

创建案例：创建一个新案例。

创建联系人：创建新联系人。

创建合同：创建新合同。

创建活动：创建新活动。

创建潜在客户：创建新的潜在客户。

创造机会：创造新机会。

创建任务：创建新任务。

事件：搜索、查看和编辑事件。

潜在客户：搜索、查看、编辑和转换潜在客户。

机会：搜索、查看和编辑机会。

待处理账户批准：搜索并批准或拒绝账户。

待批联系人：搜索并批准或拒绝联系人。

待定合同审批：搜索和审批合同。

任务：搜索、查看和编辑任务。

ServiceNow

变更请求：搜索变更请求、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注释并更新它们。

事件：搜索事件、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评论和更新事件。

问题：搜索问题、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评论并更新问题。

请求批准：搜索和查看待定批准，然后批准或拒绝它们。

提交更改请求：提交新的变更请求。

提交委托：提交新委托。

提交事件：提交新事件。

提交问题：提交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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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Now（旧版）

批准：搜索和查看待定批准，然后批准或拒绝它们。

变更请求：搜索变更请求、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注释并更新它们。

事件：搜索事件、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评论和更新事件。

问题：搜索问题、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评论并更新问题。

提交目录请求：选择商品并提交新的目录请求。

提交更改请求：提交新的变更请求。

提交委托：提交新委托。

提交事件：提交新事件。

提交问题：提交新问题。

任务：搜索和查看任务，包括变更请求、事件和问题。

Slack

我最喜欢的频道：接收收收藏夹频道中的活动通知。

发布到 Slack：在 slack中向选定的焦点频道发布消息。

设置我的 Slack状态：设置松弛状态，创建提醒，并在设定的时间内启用 “请勿打扰”。

Smartsheet

访问表格：查看工作表、将工作表共享给许可或未获得许可的用户或组、将工作表添加为收藏夹，以及允许用户查看他
们的单个工作表。

创建工作表：使用字段和选项（例如工作表名称）创建新工作表，输入列标题，选择列类型，然后选择主列。

讨论：只要有对讨论主题的回复，就会向讨论创建者生成通知。

我的更新请求：查看已发送和已接收的更新请求，其中包含发送到、发送者、主题和状态等详细信息。此外，当用户向
收件人发送更新请求时，收件人会收到通知。更新请求完成后，发件人将收到完整的通知。

将 Smartsheet作为附件发送：将智能表作为附件（PDF或 Excel）发送，其中包含 “收件人电子邮件”、“主题”和
“消息”等详细信息。

与管理员共享：由非管理员用户用来将他们的工作表共享给具有仅查看权限的管理员，以及解锁访问表、我的更新请求、
讨论等其他功能，以及接收相应的通知。与管理员共享工作表，以便为你解锁Workspace中的其他 Smartsheet操
作和通知，包括：更新请求操作/通知、讨论通知和查看工作表。

开始讨论：在工作表级别开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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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合唱团

重要通讯：搜索和查看过去 7天内发布的推荐渠道的重要通讯。

最新文章：搜索和查看过去 7天内发布的订阅频道中的内容。

特色内容：使用此微应用从订阅的频道获取最近精选的通讯内容。用户可以在 Citrix Workspace中搜索、查看图像和
阅读内容。

SolarWinds

创建票证：创建新事件。

删除票证：删除事件。

我的已分配票证：查看分配的票证以更新票证和/或根据需要更改其状态。

我的开放票证：允许用户查看他请求的事件，并在需要时进行更新。

我的未结服务请求：允许用户查看他的服务请求并在需要时更新它们。

服务目录请求：按名称搜索服务目录项或快速创建常用服务请求。

SAP SuccessFactors EC

目录：搜索员工并预览他们的详细信息，包括技能组合。

技能：搜索技能并预览具有相应技能集的员工。

SAP SuccessFactors（旧版）

目录：搜索、查看和编辑具有相应详细信息的员工。

学习：搜索、查看、共享和注册可用的学习课程。

Tableau

报告：查看 Tableau报告的详细信息。

Tableau（旧版）

报告：查看 Tableau报告的详细信息。

Webex

创建会议：使用选择持续时间、时区、受邀者和共同主持人的选项安排会议。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41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social-chorus.html#use-socialchorus-microapps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solarwinds.html#use-solarwinds-microapps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successfactors.html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successfactors.html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tableau.html#use-tableau-microapps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tableau.html#use-tableau-microapps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webex.html#use-webex-meetings-microapp


微应用

Workday

更改作业：查看和批准变更任务请求。

创建变更任务：创建变更任务请求。

创建支出报表：创建支出报表。

创建休假请求：提交带薪休假 (PTO)请求。

我的休假请求：查看个性化的休假请求列表。

休假请求：查看和批准带薪休假 (PTO)请求。

Workday（旧版）

审批：批准支出报表、休假和变更工作请求。

创建 PTO请求：提交带薪休假 (PTO)请求。

我的费用：查看个性化的支出报表列表，其中包含报告详细信息和单个支出项的详细信息

我的 PTO请求：查看个性化的休假请求列表。

PTO余额：查看剩余休假天数的个性化列表。

采购订单：查看采购订单详细信息的采购订单。

Zendesk

添加票证：提交 Zendesk门票。

门票：查看详细信息的 Zendesk门票。

Zendesk（旧版）

添加票证：提交 Zendesk门票。

门票：查看详细信息的 Zendesk门票。

缩放

创建会议：根据自己的喜好安排会议。用户可以选择会议标题、持续时间、开始日期、共同组织者等。

即将举行的会议（本周）：查看本周所有即将举行的会议。用户可以编辑和开始会议。

我的办公时间：根据喜好安排办公时间会议。用户可以选择持续时间、开始日期、拨入号码等。

会议录音：查看过去七天的所有会议录像。还允许用户从任何设备播放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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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结束流程

本节介绍已被较新的 HTTP集成所取代的集成的生命周期终止 (EOL)流程。当集成被较新的 HTTP集成替换时，我们
将较旧的集成称为旧集成，集成显示在管理控制台的 “旧版”部分中。重要的是：

• 旧版集成有效期为三 (3)个月。在此期间之后，集成将不再可用。
• 旧版集成支持六 (6)个月。此后，不支持运行集成的用户。

一旦集成被更新的 HTTP集成所取代，我们建议迁移到新的集成。要迁移：

1. 设置新的 HTTP集成。
2. 测试新的集成并在准备就绪后推广到生产环境。
3. 停止同步旧的集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数据同步。
4. 将旧集成的微应用标记为 EOL。
5. 移动订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分配订阅者。

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旧版集成将继续按原样运行。将会出现一条警告，指出集成不再受支持。

验证所需的实体

设置模板集成后，使用 Table验证存储在缓存中的表的当前列表以及应用于这些表的筛选器。

对于模板集成，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为了更好地控制和限制此数据量，请使用 “表”页
筛选实体以进行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

1. 在 “管理微应用”页面中，选择要为其验证实体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编辑，然后选择表。

3. 选择编辑架构。

将列出要为此集成同步的实体以及应用于这些表的筛选器。带有信息图标的实体是必需的，无法编辑。

4. 您可以取消选择不需要的任何实体。

5. 选择保存。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

设置数据同步

将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以便与缓存进行比较。作为最佳做法，完全同步每 24小时执行一次，并且可
以将增量同步配置为每五分钟提取一次。

1. 在 “管理微应用”页面中，选择要为其设置同步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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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完整和增量数据同步值。

• 完全删除本地缓存并从源系统中提取所有数据。

重要：

运行完全同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建议在夜间运行完全同步，或者通常在非工作时间运行您可以
通过选择 X 图标随时取消正在进行的数据同步。

• 增量拉取仅更改（新的和更新的）记录。不加载已删除的数据。

重要：

并非所有 API都支持增量同步。

定义每日或每周同步时，同步会在您选择的时隙内随机进行。例如，选择 00‑04每日完全同步将在
该时段内随机选择的时间运行完全同步。

4. 选择保存。

注意：

如有必要，您还可以选择箭头图标以按需运行集成。

信任的证书颁发

受信任的证书用于创建与服务器的安全连接。证书颁发机构 (CA)由证书的指定主体证明公钥的所有权。CA充当受信任
的第三方，受到证书所有者和依赖证书的一方的信任。

有关受信任证书颁发机构的列表，请参阅受信任的 CA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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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的去向

如果您想获得有关加入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的快速入门指南，请参阅入门指南。

如果要构建自己的集成，请参阅构建自定义应用程序集成。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使用微应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微应用。

集成 Citrix Cloud Status Hub

December 1, 2021

与 Citrix Cloud Status集成以获取可能会影响某些 Citrix服务的事件和维护计划的最新信息。

注意

此集成是为 Citrix Cloud Status构建的，但也可以通过更改基本 URL和订阅相应的Webhook更新服务来将
其用于任何其他 StatusHub订阅。

有关开箱即用的 Citrix Cloud Status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 Citrix Cloud状态微应用。

添加 Citrix Cloud状态集成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 Citrix Cloud状态集成。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Citrix Cloud状态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将实例基本 URL保持原样。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的 Citrix Cloud Status图标。

5.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 Citrix Cloud Status集成及其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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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webhook侦听器

添加上面的集成后，你需要设置webhook侦听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导航到 Citrix Cloud Status集成，然后从菜单中选择编辑。

2. 从左侧菜单中选择Webhook侦听器。

3. 复制你看到的 URL。使用快捷方式，或者选择省略号菜单，然后选择复制URL。

4. 导航到Webhook https://status.cloud.com/subscribers/new并选择。

5. 将webhook侦听器 URL粘贴到Webhook URL字段中。接受条款和服务，然后选择下一步。

6. 选择所有服务。例如，如果要单独订阅不同区域，可以选择所选服务，然后切换按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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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您不想接收事件的所有更新，请选中仅向我发送每个事件的最小通知数复选框。

8. 选择保存以完成操作。

有关同步实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

有关 API终端节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Citrix Cloud Status连接器规范。

使用 Citrix Cloud状态微应用

现有的Web/SaaS集成随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注意

这些映射到Webhook表的微应用提供了添加集成后发生的新事件。

我们的 Citrix Cloud Status集成模板随附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事件：接收有关新事件和事件更新的通知。同时搜索事件并查看其详细信息。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事件‑新增（通知） 发生新事件时，订阅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事件‑已更改（通知） 事件更新后，订阅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事件 (页面) 当用户单击事件通知时，提供事件的只读视图。

事件（操作页面） 带有搜索和过滤器选项的表格视图，供订阅的用户在事
件表 (Webhook)中搜索事件。

事件详情（页面） 当用户单击事件（操作页面）中的事件时，提供事件的
只读视图。

事件更新详情（页面） 当用户单击 “事件/事件详细信息”页面中的事件更新时，
提供事件更新的只读视图。

维护：接收有关添加到日历的新维护计划的通知，以及 “维护”窗口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的通知。还可以搜索维护计划并查
看其详细信息。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维护‑新（通知） 安排新的维护并将其添加到日历时，订阅的用户会收到
通知。

维护‑已开始（通知） 维护时段启动时，订阅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维护‑已结束（通知） 维护时段结束后，订阅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维护计划（操作页面） 带有搜索和筛选选项的表格视图，供订阅的用户在事件
表 (Webhook)中搜索维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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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维护详细信息（页面） 当用户单击维护计划（操作页面）中的维护通知或维护
时，提供维护的只读视图。

集成 Citrix Podio

November 8, 2022

与 Citrix Podio集成，利用 Podio上的灵活性和多样化的使用案例，在 Citrix Workspace上快速执行操作。通过这
种集成，您可以轻松地将Workspace上开箱即用的微应用连接到 Podio应用市场上随时可用的相应 Podio应用程序。

• Podio应用程序：Citrix在 Podio应用市场上拥有超过 285个应用程序，或者作为企业用户使用 Podio创建
自己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模板允许你构建应用程序，使其符合你的特定业务需求，并与团队在 Podio上的独
特流程相映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应用。

• 此集成还允许您在Podio上创建自己的应用程序和自定义解决方案、构建微应用以及部署到CitrixWorkspace。
这些微应用使用 Citrix拥有的服务 Podio作为记录系统 (SoR)。使用这些微应用处理的数据驻留在 Citrix中，
并遵循 Citrix准则和协议。

多个 Podio应用可以与微应用使用相同的集成。在设计 Podio集成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 应用程序 ID和应用程序令牌对于工作区是唯一的。该值可用于 Podio工作区中的所有应用程序。
• Podio集成模板专为推送通知而设计。由于此集成使用应用令牌而不是用户权限，因此不支持写入用户上下文。
• 如果这些应用位于同一 Podio工作区中，则它们适合与微应用进行一次集成。如果这些应用位于不同的 Podio
工作区中，请使用不同的集成。

• 还要考虑逻辑分离、用户群和易管理性。

查看必备项

查看以下要求。它们分为两组：集成级别和 Citrix Podio应用程序级别。尽管您只能在应用级别实现所需的微应用，但
这两者都是此集成模板所需的。

集成要求

要设置此集成，您必须拥有目标 Podio Workspace的管理员权限，并拥有 Podio应用程序。

这些是您在集成配置屏幕中输入的用于设置集成的值：

• 基本URL：https://api.podio.com。此值已预填充。
• Podio应用程序 ID：每个 Podio工作空间都有一个应用程序 ID。在设置替换 podio_app_id变量的集成
时，将此值作为访问令牌参数输入。你可以使用 Podio工作区中任何 Podio应用程序中的应用程序 ID。请参
阅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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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令牌：使用此令牌作为应用而不是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在设置替换 podio_token_id变量的集成时，将
此值作为访问令牌参数输入。使用应用程序 ID收集此信息。

• 令牌URL：此值已预填充：https://api.podio.com/oauth/token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请参阅收集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Citrix Podio应用程序要求

这些是您需要在 Podio应用级别输入的值，以便为要通过此集成连接到的每个 Podio应用配置端点和服务操作。每个
应用程序可能需要以下值：

• 视图 ID：模板端点和服务操作使用 Podio视图作为过滤器来下载选定数量的记录。修改配置时，使用此值替换
<podioapp>_view_id模板变量。请参阅收集视图 ID。

• 应用程序 ID：每个应用都有一个唯一的 ID。修改配置时，使用此值替换 <podioapp>_app_id模板变量。

这些是 Podio应用程序的独特价值观：

Podio应用 身份证值 获取该应用

广播应用 broadcast_app_id
broadcast_view_id

Citrix Workspace广播应用

常见问答应 faq_app_id faq_view_id Citrix Workspace常见问题

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

从 Podio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以应用而不是用户身份进行身份验证。通过应用 ID访问权限，用户只能访问
相关 Podio工作区中应用的数据。您可以从 Podio工作区的 Podio应用程序中收集此 ID。如果一个工作区中有多个
应用程序，则可以使用与工作区关联的任何应用程序 ID。

1. 登录 Podio，然后导航到 Podio应用程序。

2. 选择应用程序名称旁边的工具图标。我们在屏幕截图中以示例的形式展示了 Broadcast应用程序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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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APP下，选择开发人员。

4. 复制并保存 “应用程序 ID ”和 “令牌”字段。在设置集成时，您可以将这些值作为访问令牌参数输入。

您还可以在此页面上的应用程序字段下查看字段和示例 JSON值。有关在 Podio中使用应用条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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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视图 ID

某些 Podio终端节点和服务操作使用 Podio视图作为过滤器来下载选定数量的记录。有关在 Podio中使用视图和过
滤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视图、过滤器和报表。

您需要为下面指定的字段找到视图 ID，具体取决于要实施的微应用。替换下面的替换数据加载和维修操作变量中的维
修操作变量时，可以使用此值替换 view_id模板变量。

• 对于广播应用，该字段为 “今天修改”
• 对于常见问题解答应用，该字段为已发布

1. 登录 Podio，然后导航到 Podio应用程序。

2. 将鼠标悬停在上面指定的字段上可以在浏览器的左下角查看视图 ID。我们在屏幕截图中以示例的形式在
Broadcast应用中显示了该字段。

3. 您可以选择指定的字段来打开视图。复制 URL的末尾部分，然后保存以备以后在替换服务操作中的变量时使用。

你还可以从 Podio开发者的门户网站找到 View ID。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登录 Podio API视图。

2. 选择获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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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下滚动到 “沙盒”部分，如果需要，请登录。

4. 输入您在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程序令牌流程中收集的 app_id。

5. 将 include_标准 _views值保留为 false，然后选择提交。

6. 你可以在输出中搜索 (Ctrl+F)来查找 view_id。它接近底部。复制并保存该值以供以后使用。

收集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您需要在 Podio中收集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才能进入微应用设置屏幕进行身份验证。

1. 登录 API密钥。填写 API密钥生成器下的字段。

2. 输入应用程序名称的名称。

3. 为返回URL的完整域（无协议）输入微应用实例URL。URL的这一部分 { yourmicroappserverurl }
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 tenantID } .{ region(us/eu/ap-s)} .
iws.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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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生成 API密钥。

5. 在您的 API密钥下，复制并保存刚添加的应用程序的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值。您可以在设置集成时输入这些
值。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Podio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
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
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Podio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客户端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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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授权类型值字段中输入 app。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d)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 URL编码表单。
e) 确认令牌 URL字段。这个值是预先填充的：https://api.podio.com/oauth/token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生成 API密钥时收
集此密钥和客户端密钥。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生成 API密钥时使用客户端 ID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6. 输入访问令牌参数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

• 在 podio_app_id旁边输入您收集的应用程序 ID。你可以使用 Podio工作区中任何 Podio应用程序中
的应用程序 ID。

• 输入您在 podio_app_token旁边收集的应用程序令牌。

7. 不要启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开关。

8. 不要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

9. 在请求超时字段中输入 120。

10.（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1. 选择保存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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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接下来，您需要对终端节点和服务操作的模板变量进行
一些更改，如下所述。

替换数据加载和维修操作变量

要完成此设置，您需要将 Podio集成配置中的应用 ID和视图模板变量替换为您上面为正在连接的每个 Podio应用收
集的应用 ID和 View ID。您可以将这些变量替换为数据加载和维修操作。

替换变量的快速指南

您需要在 Podio应用级别输入以下值，以便为要通过此集成连接到的每个 Podio应用配置端点和服务操作：

• broadcast_app_id修改终端节点：广播、广播类别、广播重要程度、广播状态；以及服务操作：创建广播、
更新广播。

• broadcast_view_id修改终端节点：广播；服务操作：创建广播。
• faq_app_id修改端点：常见问题类别和常见问题。
• faq_view_id修改端点：常见问题。

在给定位置修改以下变量。下面提供了分步指导。

替换数据加载变量

对于每个数据终端节点，您必须为应用程序 ID和视图 ID手动添加变量。您可以为所有六个端点执行此操作。

• broadcast_app_id修改端点：广播、广播类别、广播重要程度、广播状态。
• broadcast_view_id修改端点：广播。
• faq_app_id修改端点：常见问题类别和常见问题。
• faq_view_id修改端点：常见问题。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 Podio集成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将打开 “数据加载”屏幕。如果您在配置
屏幕中，请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加载。

2. 选择第一个端点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或者选择端点的名称。让我们从广播端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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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编辑数据端点”屏幕中，在 “模板变量”下，将 {广播 _app_id}和 {广播 _view_id}变量替换为您的应用
程序 ID。

4. 选择屏幕底部的应用并确认。

5. 现在对其他五个端点重复此过程，根据需要替换这些值。别忘了选择屏幕底部的 “应用”，然后确认为每个终端
节点进行保存。

替换维修操作变量

对于每个维修操作，您必须手动添加 broadcast_app_id和的详细信息 broadcast_view_id。“创建广播”
服务操作要求您替换两个变量。“更新广播”服务操作只需要替换 broadcast_app_id变量。

• broadcast_app_id修改服务操作：创建广播和更新广播。
• broadcast_view_id修改服务操作：创建广播。

1. 编辑集成配置时，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服务操作。

2. 选择其中一个维修操作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或者选择该维修操作的名称。让我们从 “创建广播”服务操
作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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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编辑服务操作”屏幕中，在 “模板变量”下，将 {广播 _app_id}和 {广播 _view_id}变量替换为您之前收
集的应用程序 ID和视图 ID。

4. 选择保存以完成操作。

5. 现在对另一个维修操作重复此步骤：更新广播，但只能替换 broadcast_app_id变量。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Podio连接器规格。

使用 Podio微应用

这个 Podio集成模板随附这些开箱即用的微应用。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Podio广播微应用

使用这些微应用撰写重要的公告并与您的团队共享。这些公告可能是针对一般信息、设施或 IT更新、流程变更、关键危
机沟通，或者只是让您的团队了解一些娱乐和福祉新闻。

Citrix Workspace广播应用程序是广播微应用程序的先决条件。你需要从 Podio应用市场安装这个应用程序。此
Podio应用模板附带一组预定义的 “类别”和 “严重程度”字段值。使用应用程序上的修改模板功能为这些字段添加或修
改选项，以满足您的业务需求。此修改不需要对相应的微应用进行任何更改。您还可以通过添加或编辑其他字段来修改
Podio应用程序。但是，这也需要你反映微应用中的相应变化。获取 Podio应用程序：Citrix Workspace广播应用
程序。

熟悉以下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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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介绍的 “创建广播”和 “管理广播”微应用是管理微应用。
• 这些微应用中的实时状态意味着发布消息。消息发布后，它将在 Broadcast微应用中为标准（非管理员）用户
提供。

• 如果任何 Podio app status字段被修改为具有不同的值，则需要在微应用中更新正确的值。例如，如果要使用
“已发布”而不是 “实时”状态，则需要将微应用自定义为相同的状态。

广播：查看所有具有未来结束日期的已发布（状态：直播）广播。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已更改广播通知 当广播更改并直播时，订阅者会收到通知。

新的广播通知 当新的直播直播时，订阅者会收到通知。

“广播”页 提供包含广播详细信息的只读页面。

广播页面 提供带有详细信息链接的广播列表。

创建广播：创建和发布新的广播。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广播”页 提供用于创建和发布广播的页面。

管理广播：管理员可以查看和更新所有创建的广播。此视图不限于已发布的（状态：直播）广播。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已更改广播通知 更新广播后，订阅者会收到通知。

新的广播通知 当新的直播直播时，订阅者会收到通知。

广播页面 提供可搜索的已创建广播列表，其中包含指向可在其中
更新广播的详细信息的链接。

“广播”页 提供类似于 Broadcast微应用中使用的页面的只读页
面，用于显示广播对公众的外观。有一个更新按钮可以
转到 “更新广播”页面，管理员可以在其中修改此广播。

更新广播 提供用于更新现有广播的页面。

清理过期的广播

启用此工作流程可自动识别结束日期已过期的广播。广播标记为已完成，不再向订阅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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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io高级版计划提供此工作流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工作流自动设置此集成的管理员在登录https://workflow‑
automation.podio.com并刷新相关的 Podio工作区后，通过从 Podio刷新来启用流程。

Podio常见问题微应用

编译常见问题解答列表，并在 Citrix Workspace中提供它们。Citrix Workspace常见问题解答应用程序是常见问题
解答微应用的先决条件。你需要从 Podio应用市场安装这个应用程序。获取 Podio应用：Citrix Workspace常见问
题解答应用程序。

常见问题解答：常见问题和答案列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文章通知 发表新文章时，订阅者会收到通知。

常见问题解答页面 提供可搜索的常见问题解答列表，可以按类别进行过滤，
以及指向 “问题和答案”页面的链接。

问题和答案页面 提供常见问题的详细视图以及指向原始资料的链接。

集成 Citrix DaaS

June 9, 2022

部署 Citrix DaaS (CVAD)集成以添加微应用，帮助人们从 Citrix Workspace执行自助式操作。用户可以检查其关联
的计算机和会话的状态，并执行重启、断开连接和注销等操作。管理员还可以为具有管理员模式微应用的计算机打开维
护模式

一段 98秒的简短 Tech Insight视频，展示了这些功能：

这是一个嵌入式视频。单击链接观看视频

有关此集成中的微应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Citrix DaaS微应用。有关升级此 Citrix DaaS集成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升级您的集成。

部署步骤

1. 创建安全客户端，集成使用该客户端与 CVAD服务 API进行通信
2. 为令牌 URL选择合适的 API代理位置
3. 收集必须填写到集成配置中的必要信息
4. 添加 CVAD服务集成并对其进行配置
5. 为人们订阅微应用，以便他们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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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必备项

要设置此集成，必须在 Citrix Cloud中启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和 Citrix DaaS。

如果您使用 Citrix DaaS进行代理，则此集成模板支持本地和云 VDA。

此集成不支持从本地 CVAD中转的 VDA，因为本地 CVAD没有可用的公共 API，并且此集成依赖于 CVAD服务公共
API。

以下是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配置 CVAD服务集成时输入的值：

• 客户 ID：调用 CVAD服务 API时使用的客户 ID。您的客户 ID可在 Citrix Cloud中的安全客户端页面上找到。
• 令牌URL：默认为美国 API代理 URL。有关其他区域 API代理 URL，请参阅 API代理。
• 客户端 ID：在 Citrix Cloud身份和访问管理网站上创建的 ClientID。这是获取对 CVAD服务 API进行身份验
证所需的不记名令牌所必需的。请参阅生成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 客户端密钥：在 Citrix Cloud身份和访问管理网站上创建的私有密钥。这是获取对 CVAD服务 API进行身份验
证所需的不记名令牌所必需的。

客户端 ID和密钥（安全客户端）的权限

通过身份和访问管理创建安全客户端时，您在生成安全客户端时登录的帐户必须具有以下 Citrix DaaS权限：

• 只读管理员，全部 ‑从 Citrix DaaS提取数据。
• 会话管理员，全部 ‑执行注销和重新启动操作。
• 帮助台管理员，全部 ‑启用和禁用维护模式。

安全客户端凭据继承登录用户的权限。如果在创建安全客户端时登录的用户的权限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新权限也适用
于集成。

生成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安全客户端）

需要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安全客户端）才能获得不记名令牌，以便对 CVAD服务 API进行身份验证和使用。

从 Citrix Cloud身份和访问管理页面创建安全客户端并安全存储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因为配置集成时需要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安全客户端名称有助于快速识别客户端的用途。对于此集成，“DaaS集成微应用”之类的名称可能是合适的。配置
CVAD服务集成不需要该名称。

客户端 ID是一些数字和字母，用连字符分隔。例如：91132682-26af-460c-af73-18c0d2e95121

客户端 Secret看起来类似于这样：DTcs_w_akE6mKlberYMgtg==

可以在此处的 CVAD迁移指南中遵循创建安全客户端的分步指南：生成客户 ID、客户端 ID和密钥。

选择 API代理

Citrix在多个区域提供 API代理。选择距离 Citrix Cloud实例所在区域最近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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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https://api-us.cloud.com/cctrustoauth2//tokens/clients
• 欧盟：https://api-eu.cloud.com/cctrustoauth2//tokens/clients
• AP‑S：https://api-ap-s.cloud.com/cctrustoauth2//tokens/clients

集成配置默认为 US。如果需要，可以将另一个区域的 URL复制并粘贴到令牌 URL字段中。

收集要输入的配置数据

配置集成时，您需要以下信息：

1. Citrix Cloud实例的客户 ID
2. 创建安全客户端时生成的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3. 要在令牌 URL字段中输入的 API代理 URL（如果它与默认的美国代理不同）

添加集成

将 Citrix DaaS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中。

这将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在为用户或组订阅用户或组后，这些通知和操作就可以在
Workspace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Citrix DaaS磁贴。

3. 单击添加。

4. 在 “配置”页面中：

a) 在 “客户 ID ”字段中输入您的客户 ID。要查找您的客户 ID，请参阅生成客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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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确认令牌URL字段是之前收集的所需 API代理 URL。此值使用美国 API代理预填充。

c) 在 “令牌 URL”字段中，将替换为您的客户 ID。例如，如果客户 ID是 acmecorp，则 URL将如下所示：
https://api-us.cloud.com/cctrustoauth2/acmecorp/tokens/clients

d) 输入您在创建安全客户端时生成的客户端 ID

e)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创建安全客户端时使用客户端 ID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5. 选择保存以继续。

微应用服务现在将与 CVAD服务 API同步，并加载数据。有关同步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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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或用户订阅微应用

配置集成后，人们必须订阅微应用才能在Workspace中查看它们。了解如何分配订阅者

每个微应用的订阅者取决于你的需求。但是，作为一般指南：

1. 为所有使用虚拟应用程序或桌面的用户订阅 “我的会话”和 “我的桌面”微应用
2. 为 CVAD管理员订阅虚拟桌面（管理模式）微应用

使用 DaaS微应用

Citrix DaaS集成附带了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的桌面：搜索 Citrix Virtual Desktops，然后从 Citrix Workspace执行自助服务操作，例如重新启动。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虚拟桌面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桌面详细信息的页面，以及用于重启桌面和强
制重启桌面的选项。

虚拟桌面页 提供与用户关联的 Citrix Virtual Desktops的可搜索
列表，以及指向虚拟桌面详细信息页面的链接。

我的会话：搜索 Citrix虚拟会话，然后从 Citrix Workspace执行自助服务操作，例如注销和断开连接。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会话列表”页 提供与用户关联的虚拟桌面会话的可搜索列表，以及指
向 “会话详细信息”页面的链接。

会话详情页面 提供一个页面，其中包含虚拟桌面会话和计算机详细信
息，以及注销会话和断开会话的选项。

虚拟桌面（管理模式）：启用 Citrix Workspace CVAD管理员查找计算机、查看其详细信息、将计算机置于维护模式以
及重新启动计算机。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处于故障状态的计算机通知 当有一台计算机报告错误状态的新记录时，所有订阅者
都会收到链接到虚拟桌面详细信息页面的通知。

“虚拟桌面列表”页 提供 Citrix Virtual Desktops的可搜索列表，其中包
含指向虚拟桌面详细信息页面的链接。您可以按计算机
或用户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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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虚拟桌面详情页面 提供一个包含桌面详细信息的页面，以及重新启动桌面、
强制重启桌面、启用维护模式和禁用维护模式的选项。

升级你的集成

如果您已在使用 Citrix Virtual Apps and Desktops集成，请使用此过程升级到最新版本。通过此过程，您可以避免
重新订阅所有用户。

增强功能包括：

• 站点 ID是自动获取的。
• 显示所有机器‑不限于有故障的机器。
• 增量同步运行速度更快。同步不会删除已删除的会话。此外，同步不会更新计算机，而只更新会话。
• 在注销后删除会话、断开连接后更新会话以及为计算机设置重启状态的操作之后添加了更新。
• 添加了更新计算机和会话详细信息的选项，以便用户可以确保看到的内容与 Citrix DaaS中的内容相同。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下载此脚本并将其添加到旧 Citrix DaaS集成的 “脚本”选项卡中。
a) 在集成的集成配置屏幕中，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脚本。
b) 下载此脚本：升级 Citrix虚拟应用程序和桌面服务
c) 选择上传脚本。或者，您可以通过选择 “编辑”将脚本直接输入到文本区域。
d) 将脚本拖到导入弹出窗口上。选择 “导入”。

2. 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目录中添加新的 Citrix DaaS集成，但不要配置集成。
3. 添加集成后，分别导出每个微应用。对于每个微应用，选择微应用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导出。对所有三个微应
用执行此过程。

4. 在旧集成（即您当前正在使用的集成）中，导入导出的文件。
a) 选择微应用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导入新版本。
b) 拖动或浏览计算机以添加文件，每个文件用于相应的微应用。
c) 启用删除现有 Feed卡片切换开关以替换原始微应用。
d) 选择屏幕底部的导入。

5. 删除除脚本化终端节点以外的所有数据端点。
a) 选择集成旁边的编辑。
b) 在数据加载页面上，选择未编写脚本的集成旁边的菜单，选择删除，然后确认。

6. 更新集成配置。具体来说，根据添加集成中的说明，基本 URL、客户 ID和标头前缀。记得选择保存以完成该
过程

您升级了 Citrix Virtual Apps and Desktops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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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运作方式

CVAD服务集成使用 Citrix Virtual Apps and Desktops REST API以及 Citrix Cloud客户端 ID和密钥（称为安全
客户端）来运行。

来自 CVAD服务 API的持票人令牌刷新要求由 Citrix提供的 API代理处理。API代理使用客户端 ID和 Secret自动刷
新不记名令牌，并在执行微应用操作或同步数据时使用该令牌向 CVAD服务 API进行身份验证。

微应用服务（Citrix Workspace的一部分）使用来自 API代理的不记名令牌同步来自 CVAD服务 API的数据。

然后，同步的数据将通过微应用显示在Workspace中，并允许Workspace用户在 CVAD服务会话和计算机上执行
操作，此外还可以向用户显示有关其会话和计算机的信息‑全部来自Workspace。

进一步阅读和查看

涵盖 CVAD服务集成的 Citrix Tech Zone实时会话‑涵盖微应用的起源、功能、工作方式以及演示（约 16分钟）：用户
自助 VDI会话所需的工具

这是一个嵌入式视频。单击链接观看视频

有关 CVAD服务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Citrix DaaS连接器规范。

集成 Covid‑19自我证明

November 23, 2022

使用来自 Citrix Workspace的自我证明回复部署 Covid‑19自我证明集成以提交您的 Covid‑19自我证明状态。

衷心期盼您的反馈信息！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视我们的专门论坛。

有关此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Covid自我证明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此集成需要 COVID自我认证 Podio应用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Citrix Podio中获取和配置 Covid自我证明应
用程序。

与 Covid‑19自我证明设置此集成后，您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URL：https://api.podio.com

• Covid自我认证应用程序 ID：输入您的 Podio工作空间应用程序 ID。请参阅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

• Covid自我认证查看 ID：输入您的 Podio工作空间应用程序视图 ID。请参阅收集视图 ID。

• 国家/地区数据应用程序 ID：输入 Covid‑19自我认证中可用的国家数据应用程序 ID。请参阅收集国家数据应
用程序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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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
置的微应用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 授权类型流程：授权码

• 授予类型值：authorization_code

• 回 调 URL：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us.iws.cloud.com/admin/api/
gwsc/auth/serverContext

• 令牌授权：请求正文

• 令牌内容类型：URL编码表单

• 授权URL：https://podio.com/oauth/authorize

• 令牌URL：https://podio.com/oauth/token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 刷新令牌URL：不适用

• 范围：不适用

• 中继状态：无

• 访问令牌参数：按照以下说明输入名称和值参数：

1. app_id：输入 Podio工作空间应用程序 ID。请参阅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
2. app_token：输入 Podio工作空间应用程序令牌。请参阅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
3. grant_type：应用程序

• 请求速率限制：每分钟 15个请求

• 请求超时：120

创建服务账号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Covid自我证明实例，因此我们建议您创建一个专用的用户帐户。此帐户必须是 Covid自我证
明 Podio Workspace应用程序的管理员或成员。

要向 Covid自我证明 Podio工作区添加多个管理员/成员，请参阅邀请和添加成员到 Podio工作区。

在 Citrix Podio中获取并配置 Covid自我证明应用程序

此集成需要 COVID自我认证应用程序包。该应用包包括 Covid自我认证应用程序和国家/地区数据应用程序。从 Podio
应用市场安装此应用程序包：COVID自我认证应用程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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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应用程序，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登录到您的 Citrix Podio实例：https://podio.com/。
2. 使用适当的名称创建一个工作区。
3. 将国家/地区数据应用添加到您的工作区，然后将以下四个字段插入国家/地区数据应用

a) 区域：添加一个名为 Region的文本组件，用于存储区域名称。
b) 国家/地区：添加名为 Countries的文本组件，该组件存储要向最终用户显示的国家或城市（与地区有
关）。

c) 准则：添加名为 Guidelines的文本组件，该组件存储最终用户需要遵循的准则或条件。
d) 图片：添加名为 Image的链接组件，该组件存储适合您所在地区的任何图像。

4. 将 Covid自我证明应用程序添加到您的工作区中，然后将以下六个字段插入 Covid自我证明应用程序：
a) 名称：添加一个名为 Name的文本组件，用于存储员工/用户的姓名。
b) 电子邮件：添加名为 Email的电子邮件组件，用于存储员工/用户的电子邮件。
c) 条件：添加名为 Condition的类别组件并插入两个类别选项：Agree和 Disagree。
d) 创建时间：添加一个名为 CreatedOn的日期组件，该组件存储已同意/不同意的日期和时间值。
e) 区域：添加名为 Region的文本组件，用于存储用户/员工选择的区域值。
f) 国家/地区：添加名为 Country的文本组件，该组件存储用户/员工选择的国家/地区值。

配置OAuth客户端应用

1. 以 Podio Worspace应用程序管理员的身份登录 Podio开发者网站：https://developers.podio.com。
2. 选择生成您的 API密钥。
3. 选择立即获取 API密钥，然后按照以下说明输入应用程序名称字段和域字段。

a) 应用程序名称：输入您的应用名称。
b) 域：为返回URL的完整域（无协议）输入微应用实例URL。URL { yourmicroappserverurl }
的这一部分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 tenantID } .{ region(us/
eu/ap-s)} .iws.cloud.com。

4. 选择生成 API密钥。
5. 在您的 API密钥下，复制并保存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值，以备将来参考。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
integrate‑podio.html#collect‑client‑id‑and‑client‑secret。

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

从 Podio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以应用而不是用户身份进行身份验证。通过应用 ID访问权限，用户只能访问
相关 Podio工作区中应用的数据。您可以从 Podio工作区的 Podio应用程序中收集此 ID。如果一个工作区中有多个
应用程序，则可以使用与工作区关联的任何应用程序 ID。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登录 Podio，然后导航到 Podio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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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应用程序名称旁边的工具图标。
3. 在应用下，选择开发人员。
4. 复制并保存 “应用程序 ID”和 “令牌”字段。在设置集成时，您可以将这些值作为访问令牌参数输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
integrate‑podio.html#collect‑app‑id‑and‑app‑token。

收集视图 ID

1. 登录 Podio，然后导航到 Podio应用程序。
2. 将鼠标悬停在上面指定的字段上可以在浏览器的左下角查看视图 ID。对于 covid‑19自我认证，请将光标置于

“同意/不同意”上，然后在 URL链接中查找您的视图 ID。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
integrate‑podio.html#collect‑view‑id。

收集国家/地区数据应用程序 ID

1. 登录 Podio，然后导航到 Podio应用程序。
2. 选择应用程序名称旁边的工具图标。
3. 在国家数据应用下，选择开发人员。
4. 复制并保存 “应用程序 ID”和 “令牌”字段。在设置集成时，您可以将这些值作为访问令牌参数输入。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Covid自我证明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
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选择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Covid自我证明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URL：https://api.podio.com
• 输入你的 Podio应用程序 ID。
• 输入 Podio工作空间应用程序视图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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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
b) 在授权类型值字段中输入 authorization_code。
c) 在回调URL字段中输入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us.iws.cloud.com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d)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e)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URL编码表单。
f) 在授权 URL字段中输入 https://podio.com/oauth/authorize。
g) 确认令牌URL字段。此值已预先填充：https://podio.com/oauth/token。
h) 输入您的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生成 API密钥时
收集此密钥和客户端密钥。请参阅配置 OAuth客户端应用程序。

i)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您在生成 API密钥时收
集此 ID和客户端 ID。请参阅配置 OAuth客户端应用程序。

6. 刷新令牌URL：不适用

7. 范围：不适用

8. 中继状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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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添加以下访问令牌参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

a) app_id：输入 Podio工作空间应用程序 ID
b) app_token：输入 Podio工作空间应用程序令牌
c) grant_type：应用程序

1.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出现一个带有 Google登录屏幕的弹出窗口。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服务帐户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2. 在请求速率限制字段中输入每分钟 15个请求。
3. 在请求超时字段中输入 120。
4. 选择保存以继续。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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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我们建议每小时触发一次增量同步，每天触发两次或三次完全同步。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Covid‑19自我证明连接器规范。

使用 Covid自我证明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自我证明：从 Citrix Workspace提交每日 covid‑19自我证明状态回复。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Covid自我证明 ‑同意：项目变更通知 获得所有同意的 covid‑19自我认证回复的通知。

Covid自我证明 ‑不同意：项目变更通知 收到所有不同意的 covid‑19自我认证回复提交的通知。

新的自我证明 ‑同意：项目新通知 获得所有同意的 covid‑19自我认证回复的通知（新用
户）。

新的自我证明 ‑不同意：项目新通知 收到所有不同意的 covid‑19自我认证回复提交的通知
（新用户）。

“选择区域：项目”页 选择他们的工作地点。

自我认证指南页面 提交每日自我证明的回复。

同意自我证明：项目页 查看每日自我证明的同意回复详细信息。

已确认自我认证页面 从他们的通知源中查看每日自我证明的商定回复详细信
息。

自我证书被拒绝页 查看每日自我证明的不同意回复详细信息。

自我认证不同意页面 从他们的通知源中查看每日自我证明的不同意回复详细
信息。

集成员工问卷调查应用程序

December 1, 2021

部署员工问卷调查应用程序以发送新的问卷调查表单并从 Citrix Workspace管理现有问卷调查表单。微应用程序可解
决以下工作流程：

• 管理问卷调查微应用程序供 Citrix Podio管理员维护 Citrix Workspace中的现有问卷调查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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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卷调查表微应用会向所有订阅者发送 Citrix Podio中安排的所有问卷调查的通知，并在 Citrix Workspace
中接收用户反馈。

无论何时推出技术解决方案，了解最终用户的体验非常重要，这样才能知道自己的解决方案是否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同
时通过最佳的数字化工作空间体验提高生产力。通过员工问卷调查集成，您可以随时选择轻松接收来自最终用户的反馈。
问卷调查不仅使您能够听取用户的意见并提供所需的支持，而且还可以帮助您随时了解情况并相应地管理他们的体验。
该模板包括基于员工和最终用户体验最佳实践的预构建、可自定义的问卷调查。您可以轻松添加更多问卷调查，以收集有
关员工体验各个方面的反馈。要了解有关最终用户体验的更多信息，请查看 Citrix成功中心上的最终用户体验工具包。

衷心期盼您的反馈信息！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论坛。

有关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员工问卷调查应用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与问卷调查应用程序设置此集成后，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URL：https://api.podio.com
• 问卷调查管理员应用程序 ID：输入 “我的问卷调查”应用程序 ID。请参阅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
• 回 调 URL：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us.iws.cloud.com/admin/api/
gwsc/auth/serverContext

• 授权URL：https://podio.com/oauth/authorize
• 令牌URL：https://podio.com/oauth/token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 访问令牌参数：按照以下说明输入名称和值参数：

– app_id：输入 Podio工作空间应用程序 ID。请参阅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程序令牌。
– app_token：输入 Podio工作空间应用程序令牌。请参阅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程序令牌。
– grant_type：应用程序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创建服务账号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问卷调查应用程序实例。我们建议创建一个专用的用户帐户。此帐户必须具有完全管理员权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Podio API文档。

启用 API

可以向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我们推荐以下内容：API限制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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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OAuth客户端

在 Podio中收集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进入微应用集成配置屏幕进行身份验证。

1. 以 Podio Workspace应用程序管理员：Podio的身份登录 Podio开发者网站

2. 选择生成您的 API密钥。

3. 选择立即获取 API密钥。

4. 输入应用程序名称的名称。

5. 为返回URL的完整域（无协议）输入微应用实例URL。URL的这一部分 { yourmicroappserverurl }
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 tenantID } .{ region(us/eu/ap-s)} .
iws.cloud.com。

6. 选择生成 API密钥。

7. 在您的 API密钥下，复制并保存刚添加的应用程序的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值。您可以在设置集成时输入这些
值。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收集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

从 Podio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以应用而不是用户身份进行身份验证。通过应用 ID访问权限，用户只能访问
相关 Podio工作区中应用的数据。您可以从 Podio工作区的 Podio应用程序中收集此 ID。如果一个工作区中有多个
应用程序，则可以使用与工作区关联的任何应用程序 ID。

1. 登录 Podio，然后导航到 Podio应用程序。

2. 选择应用程序名称旁边的工具图标。我们在屏幕截图中以示例的形式展示了 Broadcast应用程序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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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APP下，选择开发人员。

4. 复制并保存 “应用程序 ID ”和 “令牌”字段。在设置集成时，您可以将这些值作为访问令牌参数输入。

您还可以在此页面上的应用程序字段下查看字段和示例 JSON值。有关在 Podio中使用应用条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项目。

如何发送新问卷调查应用程序通知

使用员工问卷调查应用程序安排多个网络表单/问卷调查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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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我们建议在问卷调查表中添加任何自我识别字段，例如电子邮件或姓名，作为必填字段以进行识别。

请按照以下步骤在 Citrix Workspace中安排问卷调查。

1. 登录到您的 Citrix Podio实例，然后转到 Podio应用市场并获取 Citrix Workspace员工问卷调查应用程序
包：Podio应用程序市场‑Citrix Workspace员工问卷调查

2. 从此包中的应用程序下选择我的问卷调查应用程序。
3. 选择添加问卷调查，然后输入要发送的问卷调查名称并获得反馈。选择要触发问卷调查通知的启动日期。
4. 选择启用问卷调查作为状态以生成通知，选择 Disable_Survey可从 Citrix Workspace立即禁用相同的功
能。

5. 在问卷调查说明中输入通知正文内容。此内容显示在订阅者的 Feed卡中。
6. 输入问卷调查表格回复应用程序 ID。此值是管理员想要发送给用户进行通知的 ID。
7. 选择 “过期日期”可在所选日期自动禁用向订阅者发送的通知。
8. 转到 Podio创建的网络表单应用，管理员希望安排这些应用程序并获得用户的反馈，然后选择设置，然后选择

Webforms选项。
9. 在 “ 允许的域” 部分下，在问卷调查应用程序 webform 配置中添加 WSI 工作区域。例如，{

yourmicroappserverurl } .cloud.com。
10. 选择保存，然后选择共享。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Podio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
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
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Podio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api.podio.com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输入问卷调查管理员应用程序 ID。请参阅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程序令牌。

6. 输入在前面的过程中收集的服务身份验证和连接器参数。

7.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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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
b) 在授权类型值字段中输入 authorization_code。
c) 回调URL已预先填充：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us.iws.cloud.com/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d)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e)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 URL编码表单。
f) 授权URL已预先填充：https://podio.com/oauth/authorize。
g)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podio.com/oauth/token。
h)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过程中收集了此 ID和客户端密钥。

i)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配置 OAuth客户端过程中使用客户端 ID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8. 输入访问令牌参数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收集应用程序 ID和应用令牌：

• 在 app_id旁边输入您收集的应用程序 ID。
• 在 app_token旁边输入您收集的应用令牌。
• 输入 grant_type的应用程序。

9. 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已启用，并将其设置为每分钟 1000个请求。

10. 在请求超时字段中输入 120。

11. 选择保存以继续。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员工问卷调查应用程序连接器规范。

使用员工问卷调查 App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问卷调查表单：为新问卷调查提供通知，并允许用户查看和提交问卷调查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问卷调查通知 允许用户在 Citrix Workspace中查看通过问卷调查管
理员应用程序启动的所有新表单。

问卷调查表页面 允许用户从 Citrix Workspace完成和提交问卷调查。

管理问卷调查：允许问卷调查应用程序管理员从 Citrix Workspace管理计划的问卷调查表单。此微应用仅适用于员工
问卷调查应用程序管理员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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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我们建议在 “我的问卷调查 Podio”管理员应用中保留有限数量的问卷调查记录。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我的问卷调查页面 列出管理员创建的所有计划问卷调查表单。

管理问卷调查页面 允许管理员管理计划的问卷调查表单，例如状态更改、
启动日期、过期日期等。

集成 Adobe Sign

December 1, 2021

部署 ADOSIGN集成，快速安全地将每份协议和审批数字化。

使用 Citrix Adobe Sign集成，用户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向收件人发送模板并上传协议以供签名。
• 等待用户签名的 Adobe Sign协议列表。用户可以从 Citrix Workspace签署协议。
• 列出已发送的 Adobe Sign协议以供签名。用户还可以取消已发送的协议。
• 列出已完成的 Adobe Sign协议和详细信息用户还可以共享收到的协议。
• 列出已取消的 Adobe Sign协议和详细信息
• 管理和编辑模板协议。

衷心期盼您的反馈信息！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论坛。

有关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Adobe Sign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在与 Adobe Sign设置此集成后，您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URL：https://api.in1.adobesign.com/
• Adobe Sign群组 ID：此群组 ID表示管理员帐户的用户组 ID。
• 每个用户的协议数：这是每个用户要在缓存中存储的协议数量。最大值为 100。我们建议每位用户达成 15—30
个协议。

• 授权URL：https://{ HostName } .com/public/oauth
• 令牌URL：https://{ HostName } .com/oauth/token
• 刷新令牌URL：https://{ HostName } .com/oauth/refresh
• 范围：user_read：self user_write：自己 user_write：自我用户登录：自我协议 _读：自我协议 _写：自我
协议 _发送：自我申请 _写：自我库 _写：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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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 中继状态：无
• 请求速率限制：每秒 500个请求
• 请求超时：120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
高安全性合规性。

创建服务账号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Adobe Sign实例。我们建议创建一个专用的用户帐户。此帐户必须是具有完全管理员权限的
Adobe Sign管理员帐户。

要设置新帐户，请参阅创建免费的 Adobe Sign帐户。

启用 API

Adobe Sign中没有提到任何 API限制。以下链接中提到了 Adobe Sign交易限制: https://helpx.adobe.com/in/
sign/using/transaction‑limits.html. 可以根据您的要求选择计划。

配置OAuth客户端应用

将 OAuth客户端配置为通过集成写回数据。有关使用 Adobe Sign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入门指南（Adobe Sign）。

1. 登录到 Adobe Sign管理员帐户：https://secure.echosign.com/public/login

2. 选择帐户，然后在 Adobe SignAPI部分下选择 API应用程序。

3. 选择创建并创建两个新应用程序。

4. 对于第一个应用程序，将重定向 URL粘贴到重定向Uri字段中。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us.iws.cloud.com/app/api/auth/
serviceAction/callback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us.iws.cloud.com/admin/api/gwsc/
auth/serverContext

5. 选择并选择OAuth Configure选项，然后启用所有带修饰符的作用域作为组。

6. 对第二个 OAuth应用程序重复相同的步骤。

7. 从两个 OAuth应用程序收集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详细信息并保存以备将来使用。配置集成时，您可以将这
些值用于服务身份验证和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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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组并获取组 ID

组允许您拥有单独的用户子集，这些子集可以访问不同的图书馆文档和不同的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和管理
群组 (Adobe Sign.

1. 登录到 Adobe Sign管理员帐户：https://secure.echosign.com/public/login
2. 选择帐户，然后选择组部分。
3. 选择创建新组以添加新组。
4. 为组输入适当的名称。
5. 选择并选择组设置选项以在配置页面上查找组 ID。
6. 向组添加或导入用户。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Adobe Sign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
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这些通知和操作随时可以在Workspace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Adobe Sign磁贴。

3. 输入集成的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api.in1.adobesign.com/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 输入您的 Adobe Sign群组 ID。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组并获取组 ID。
• 输入每个用户的协议。这是每个用户要在缓存中存储的协议数量。最大值为 100。我们建议每位用户达成
15—30个协议。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
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议
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高安
全性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然后选择令牌内容类型作为 URL编码表单。
c) 输入刷新令牌 URL：https://{ HostName } /oauth/refresh。
d) 确保为范围: user_read: self user_write: self user_write: self user_log: 自我同意 _阅读:自我协
议 _写:自我协议 _发送:自我申请 _写:自我申请 _写:self library_write: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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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添加您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f)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中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d) 授权URL是预先填写的。
e) 令牌 URL已预填。
f) 确保为范围: user_read: self user_write: self user_write: self user_log: 自我协议 _阅读:自我协
议 _写:自我协议 _发送:自我申请 _write: self library_write: self library_write: self library_read:
self library_read: self

g)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添加您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h)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7. 选择保存以继续。

8.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出现一个带有 Google登录屏幕的弹出窗口。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将重定向操作添加到开放协议按钮

使用以下按钮的主机名配置此转到 URL操作，以便为这些微应用启用开放协议按钮功能。此转到 URL配置将用户重定
向到 DocuSign中的特定信封详情页面。导航到下面列出的每个按钮以执行此操作：

微应用 页面 按钮

进行中协议 进行中协议详情 开放协议

取消的协议 已取消协议详情 开放协议

取消的协议 协议已取消 开放协议

完成的协议 已完成协议详情 开放协议

完成的协议 协议已完成 开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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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导航到上面列出的第一个按钮，选择该按钮，然后选择右侧的 “操作”选项卡。

2. 在 “添加操作”字段中，选择 “转到URL”。

3. 在 URL 模板字段中，将 URL 的 { Your Adobe Sign Host } 部分替换为您的主机名。按照此模
型，在 Adobe Sign 实例 URL 中查找您的 Adobe Sign 主机名：https://{ hostname } .in1
.adobesign.com/public/login。 例 如，https://citrixwsi.in1.adobesign.com/
public/login。

4. 现在对其他按钮重复此过程，将 URL的 { Your Abobe Sign Host }部分替换为您的主机名。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dobe Sign连接器规范。

使用 Adobe Sign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发送协议：发送模板并将协议上传给收件人以供签名。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我的模板”页 提供可供用户使用的模板协议列表，其中包含使用上载
选项创建和发送给用户以供协议的选项。

“发送协议”页 允许用户使用上传选项向收件人发送协议。

“发送模板”页 允许用户向收件人发送模板协议。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81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ynchronize-data.html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ynchronize-data.html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downloads/adobe-sign-connector-specifications.html


微应用

我收到的协议：提供等待用户签名的 Adobe Sign协议的列表。用户可以签署协议表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收到新协议通知 收件人会收到创建的所有新协议的通知。

新协议已更改通知 收件人会收到所有使用 “订单依据”选项创建的新协议
的通知。

协议提醒通知 收件人会收到有待处理一周的未签署协议的通知。

“我收到的协议”页 提供所有收到的协议的个性化列表。

“我收到的协议详情”页 将显示收到的协议的详细信息以及 “签署协议”和 “发
送给其他收件人”选项。

已收到协议页 将显示收到的协议的详细信息，以及 “签署协议”和
“发送给其他收件人”的选项。

股票协议页面 允许收件人与其他用户共享收到的协议。

“签署协议”页 允许收件人签署和完成协议。

进行中的协议：正在进行的要签署的 Adobe Sign协议列表。用户还可以取消已发送的协议。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我的已发送协议页面 提供已发送协议的个性化列表。

进行中的协议详细信息页 允许用户查看所选已发送协议的详细信息，以及 “取消
协议”和 “开放协议”选项。

已完成的协议：已完成的 Adobe Sign协议和详细信息列表。用户还可以共享收到的协议。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已签署协议通知 协议的发件人会收到有关已签署协议的通知。

已完成的协议页 提供已完成协议的个性化列表。

已完成的协议详情页 允许用户通过操作页面中的 “发送给其他收件人”和 “
打开协议”选项查看所选已完成协议的详细信息。

协议已完成页 允许用户查看所选已完成协议的详细信息，其中包含 “
发送给其他收件人”和 “打开协议”的选项。从通知源
中。

股票协议页面 允许收件人将收到的协议共享给其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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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消的协议：已取消的 Adobe Sign协议和详细信息列表。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已取消协议通知 系统会通知协议的收件人已取消协议。

已取消协议页 提供已取消协议的个性化列表。

已取消协议详情页面 允许用户查看选定已取消协议的详细信息，并可以选择
打开协议。

协议已取消页 允许用户查看选定已取消协议的详细信息，并可以选择
打开协议。

管理协议：管理和编辑模板协议。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我的模板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模板列表。

“管理模板”页 允许用户在 Citrix Workspace中编辑选定的模板。

集成 SAP Ariba

December 5, 2022

与 SAP Ariba集成，无需额外登录即可审核和批准申请请求。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SAP Ariba集成模板供你使用。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较新的HTTP集成。HTTP集成
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有关开箱即用的 SAP Ariba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 Ariba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 HTTP集成，您需要以下值：

• 基本URL：https://openapi.ariba.com/api/approval/v1/prod
• 令牌URL：https://api.ariba.com/v2/oauth/token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在 SAP中称为OAuth客户端 ID。请
参阅收集 OAuth客户端 ID和应用程序密钥。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在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由 SAP发出。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83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ariba.html#use-ariba-microapps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ariba.html#collect-the-oauth-client-id-and-application-key


微应用

• Ariba apiKey：称为应用程序密钥，用于替换脚本过程中的变量。请参阅收集 OAuth客户端 ID和应用程序
密钥。

• Ariba Realm：替换脚本过程中的变量。要找到此信息，请联系您的 SAP管理员以确认您的 Realm ID。
• Ariba lastChangeID：指定在上一个响应中收到的最后一次更改。响应包括自此之后的所有更改。例如，如果
要从头开始加载所有更改，请使用 1。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 您的组织必须位于美利坚合众国或欧洲。

• 你必须拥有 SAP Ariba解决方案或 Ariba网络解决方案组件的最新许可证。

• 你必须拥有 SAP Ariba Open API管理员帐户。贵组织的 SAP Ariba管理员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之一请求访问
SAP Ariba Open API开发人员门户：

– 美利坚合众国：https://developer.ariba.com/api/
– 欧洲：https://eu.developer.ariba.com/api/

•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SAP Ariba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
输入凭据。按照 Ariba单点登录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
服务。

设置 SAP Ariba集成

1. 使用管理 https://developer.ariba.com/api/员帐户登录。

2. 在欢迎页面上，选择创建应用程序。

3. 要创建新应用程序，请输入应用程序名称和说明，然后选择提交。

你的应用程序将被发送给 SAP Ariba开放 API团队进行审批。

收集OAuth客户端 ID和应用程序密钥

申请获得批准后（如上节所述），您会收到一封包含 OAuth密钥令牌的电子邮件。SAP Ariba开放 API团队使用你的
Ariba Realm ID设置并启用后端。

注意：

在收到批准电子邮件之前，您无法继续操作。

1. 登录并转到 “管理应用程序”页面。
2. 选择您创建的应用程序。
3. 复制OAuth客户端 ID和应用程序密钥。
4.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时，将它们保存在安全的位置以供以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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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微应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 SAP Ariba HTTP集成。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对于
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这种较新的 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集成下的 SAP Ariba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openapi.ariba.com/api/approval/v1/prod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输入 Ariba apiKey。此应用程序密钥替换脚本过程中的变量。请参阅收集OAuth客户端 ID和应用程序密钥。

6. 进入 Ariba领域。Ariba Realm Id替换了脚本过程中的变量。要找到此信息，请联系您的 SAP管理员以确认
您的 Realm ID。

7. 输入 Ariba lastChangeID。指定在上一个响应中收到的最后一次更改。响应包括自此之后的所有更改。例如，
如果要从头开始加载所有更改，请使用 1。

8.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客户端凭据。
b) 为授权类型值输入 client_凭 **证 **。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题。
d)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 URL编码表单。
e) 输入令牌 URL：https://api.ariba.com/v2/oauth/token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当你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你会收集这个和密钥。请参阅收集 OAuth客户端 ID和应用程序密钥。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请参阅收集 OAuth客
户端 ID和应用程序密钥。

9. 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在请求数中输入 3，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秒。

10. 在 “请求超时”字段中，输入 120。

11.（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2. 选择保存以继续。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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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riba连接器规范。

使用 Ariba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们的 SAP Ariba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申请审批：查看具有待审批的详细信息和要审批的活动的申请。

通知或页 用例工作流

等待批准通知 当新的采购申请等待审批时，审批人会收到通知。

等待下次批准通知 当新的采购申请等待下一级批准时，下一个审批人会收
到通知。

申请已创建通知 创建新申请后，申请提交者会收到包含详细信息的通知。

申请已更改通知 当新的采购申请的状态发生更改时，申请提交者会收到
通知。

批准请求页 提供等待批准的可搜索请求列表以及指向更多详细信息
的链接。

申请详细信息审批人页 提供申请的详细视图，其中包含批准和拒绝请求的操
作。

申请详细信息申请人页 向请求者提供申请的详细视图。

添加旧版 SAP Ariba集成

将 SAP Ariba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
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在 SAP Ariba中设置此集成后，您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API URL
• OAuth令牌 URL
• OAuth客户端 ID
• OAuth客户端密钥
• 应用密钥
• 领域 ID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此时将打开 “管理集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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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选择 Ariba拼贴。

4. 输入集成的名称。

5. 输入在前面的过程中收集的连接器参数。

• 输入目标系统服务身份验证的 API URL和OAuth令牌URL凭据。
• 输入您的OAuth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 输入您的应用程序密钥和 Realm ID。
• 如果您需要将数据加载到沙盒环境中，请切换沙盒。
• 输入请求速率限制值，即 Ariba服务的最大请求次数。此字段是必填字段，用于确定每秒呼叫的次数。与
您的 Ariba代表讨论您的实例的限制，以便正确配置值。如果速率限制未知，我们建议每秒 10次或更少
的电话作为初始安全费率。零可用于完全禁用所有限制。但是，请求速率过高会导致拒绝访问。

• 为 Ch ange id选择一个值，从中开始完全同步。当完全同步开始限制数据加载量时，将在完全同步期间
跳过较早的更改。将此值留空以加载所有内容。

• 可选）启用同步期间忽略 400个错误请求响应切换以从 400个错误请求响应错误中恢复。如果在同步过
程中删除了任何 Ariba记录，Ariba API将返回错误，因为请求的数据不再存在。日志中会生成警告。

6.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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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riba连接器规范。

传统 SAP Ariba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们的旧版 SAP Ariba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申请审批：查看具有待审批的详细信息和要审批的活动的申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等待批准（更改）通知 当等待审批的采购申请的详细信息发生更改时，审批人
会收到通知。

等待批准（新）通知 当新的采购申请等待审批时，审批人会收到通知。

申请变更通知 当新的采购申请的状态发生更改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申请已创建通知 创建新的采购申请（表示已提交或正在编写）时，用户
会收到通知。

批准请求页 提供个性化的批准请求列表和更多详细信息的链接。

申请详情页 提供申请的详细视图和可操作的批准按钮。

集成 Blackboard Learn

December 1, 2021

部署 Blackboard Learn集成以注册新课程，以学生和教师身份查看课程及其相关详细信息，以创建课程公告并查看
课程成员和成绩。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有关适用于 Blackboard Learn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Blackboard Learn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您需要以下工件：

• 基本URL：https://{ host_name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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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URL：https://{ host_name } .com/learn/api/public/v1/oauth2/authorizationcode

• 令牌URL：https://{ host_name } .com/learn/api/public/v1/oauth2/token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器时将其作为
应用程序密钥收集。

• Secret：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端时将其作为 S
ecret收集。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高安全性合规性。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单点登录，以便用户登录后即可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入凭据。有关配置 SSO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gateway‑service/。

创建用户账户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Blackboard 实例。我们建议创建一个专用的用户帐户：Blackboard 合作伙伴帐 https:
//docs.blackboard.com/partners/become‑a‑partner户。

需要以下权限：完全管理员权限。

API访问

默认情况下，黑板 API处于启用状态，我们需要 Blackboard开发人员 AMI或 Blackboard合作伙伴帐户才能访问
这些 API。可以向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我们建议您查看以下信息：https://docs.blackboard.com/
learn/rest/admin/groups‑quotas‑rates

重要

说明分页限制设置为 100。管理员可以根据 API将此限制最多扩展到 200个。

Blackboard Learn开发人员服务器支持多达 10000次 API调用/站点 /24小时。

Blackboard Learn生产服务器支持多达 75000个 API调用/站点 /24小时。

由于 API调用的限制，增量同步设置为仅保留课程成员资格和课程公告。剩余的端点将作为完全同步的一部分触
发。

配置OAuth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Blackboard Learn集成读取数据。

1. 登录到 https://developer.blackbo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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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我的应用程序，然后选择 + 图标以创建新应用程序。或者，导航到：https://developer.
blackboard.com/portal/applications/create。

3. 填写必填字段，然后选择注册应用程序并生成 API密钥。

4.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应用程序 ID、应用程序密钥和密钥。配置集成时，使用这些详细信息进行服务身份验证

5.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Blackboard Learn应用程序。

6. 导航到 “系统管理员”。

7. 在 “集成”表下选择 REST API集成。

8. 选择创建集成。

9. 填写必填字段：

a) 粘贴您在上述步骤 4中选择的应用程序 ID。
b) 在 “学习用户”字段中输入管理员用户名。
c) 为最终用户访问选择是，并选择授权充当用户。

配置OAuth客户端

将 OAuth客户端配置为通过 Blackboard Learn集成写回数据。

1. 登录到 https://developer.blackboard.com/。

2. 选择 我的应用程序，然后选择 + 图标以创建新应用程序。或者，导航到：https://developer.
blackboard.com/portal/applications/create。

3. 填写必填字段，然后选择注册应用程序并生成 API密钥。

4.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应用程序 ID、应用程序密钥和密钥。配置集成时，使用这些详细信息进行服务操作身
份验证。

5.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Blackboard Learn应用程序。

6. 导航到 “系统管理员”。

7. 在 “集成”表下选择 REST API集成。

8. 选择创建集成。

9. 填写必填字段：

a) 粘贴您在上述步骤 4中选择的应用程序 ID。
b) 在 “学习用户”字段中输入管理员用户名。
c) 为最终用户访问选择是，并选择授权充当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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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Blackboard Learn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
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将提供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其中包含预先配置的通知和操作，可在工
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Blackboard Learn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客户端凭据。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头。
c) 令 牌 URL 已 预 先 填 充：https://{ host_name } .com/learn/api/public/v1/

oauth2/token
d) 确保为 Scope输入以下内容：阅读
e)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将其作为应用程序密钥收集。

f)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将其作为 S ecret收集。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头。
c) 授权 URL 是预先填写的：https://{ host_name } .com/learn/api/public/v1/

oauth2/authorizationcode
d) 令 牌 URL 已 预 先 填 充：https://{ host_name } .com/learn/api/public/v1/

oauth2/token
e) 确保为 Scope输入以下内容：写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将其作为应用程序密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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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将其作为 S ecret收集。

7. 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已启用。请求数量保留 60分钟，**时间间隔为 1分钟。

8. 默认情况下，请求超时设置为 120。

9.（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0. 选择保存以继续。

配置维修操作参数

配置上述模板后，您需要正确配置维修操作。对于 “我的成绩”微应用，请 host_name在 “我的成绩”页面的 “在
Blackboard上查看”按钮中更新它们。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导航到 Blackboard Learn集成，然后选择我的成绩微应用。

2. 选择页面，然后选择我的成绩页面。

3. 在页面构建器中，选择 “在 Blackboard上查看”按钮元素，然后选择右窗格中的 “操作”选项卡。

4. 在 “操作”下，选择 “转到URL”。

5. 在 URL 模板字段中，替换为您 host_name 的实例主机名。使用此表格：https://{ host_name
} /webapps/bb-social-learning-BBLEARN/execute/mybb?cmd=display&toolId=
MyGradesOnMyBb_____MyGradesTool

完成后，离开屏幕。系统会自动为构建器保存更改。

编辑表格属性

要完成集成的配置，您需要更改下面列出的端点的数据类型。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 Blackboard Learn集成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将打开 “数据加载”屏幕。
如果没有，请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加载。

2. 对于下表中列出的每个端点，您需要在给定属性的菜单中更改数据类型。

端点 属性 数据类型更改

课程公告 正文 二进制

用户成绩 显示分数 双

成绩分数 可能得分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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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每个终端节点，选择端点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

4. 在 “编辑数据端点”屏幕中，滚动到页面底部。在 “数据结构”下的表格中，选择铅笔图标以编辑表格。

5. 在编辑表格属性屏幕中，通过从菜单中选择新值来更改数据类型。对于每个端点所做的每个更改，请选择保存，
然后选择应用。

6. 对其他数据端点重复此操作。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Blackboard Learn连接器规范。

注意

分页限制设置为 100。管理员可以根据 API将此限制最多扩展到 200个。

由于 API调用的限制，增量同步设置为仅保留课程成员资格和课程公告。剩余的端点将作为完全同步的一部分触
发。

使用 Blackboard Learn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注意

对于 “ 我的成绩” 微应用，管理员需要在 “ 我的成绩” 页面的 “在 Blackboard 上查看” 按钮中更新其
“host_name”。有关完整步骤，请参阅配置服务操作参数。

课程注册：注册课程。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课程注册通知 当学生注册课程时，已注册的学生会收到通知。

课程注册详情页面 提供已注册课程的只读视图以及课程和教师详细信息。

列出课程页面 提供可用课程的列表。

课程详情页 使用快速注册选项查看课程详细信息、教师详细信息。

创建课程公告：允许教师为课程创建公告。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课程公告页 提供用于为课程创建公告的表单，其中包含以下详细信
息：课程（课程下拉菜单）、标题、消息和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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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视图：允许教师查看课程成员和成绩。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课程详情页 允许教师查看可用课程的列表。

“会员详情”页 允许教师查看在课程中注册的成员列表。

成绩详情页面 允许教师查看特定课程成员的成绩。

我的课程：查看课程公告和课程的附件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课程公告通知 当有新的公告时，注册课程的学生会收到通知。

课程公告详情页 为课程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新公告的只读视图。

我的课程页面 提供用户注册的课程的列表。

课程详情页 提供课程的公告和附件的列表。

公告详情页 查看课程公告及其详细信息。

附件详情页 查看并下载附件。

我的成绩：允许学生查看课程成绩。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成绩通知 发布新成绩后，注册课程的学生会收到通知。

我的成绩页面 允许学生通过选择课程来查看成绩。

集成 Canvas LMS

December 1, 2021

部署 Canvas LMS集成以查看课程、创建课程公告、管理课程注册和查看学生的成绩。

• 作为学生，查看课程及其相关详细信息。
• 作为教师，创建课程公告、查看/添加课程成员以及查看学生的成绩。

衷心期盼您的反馈信息！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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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适用于 Canvas LMS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Canvas LMS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在使用 Canvas LMS设置此集成后，您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URL：https://{ host_name } .com
• 授权URL：https://{ host_name } .com/login/oauth2/auth
• 令牌URL：https://{ host_name } .com/login/oauth2/token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Canvas LMS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
入凭据。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启用 API

默认情况下画布 API处于启用状态。你需要一个 Canvas合作伙伴帐户才能访问 API。可以向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
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使用 API限制限制，如本文所述：https://canvas.instructure.com/doc/api/file.
throttling.html。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帐户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你的 Canvas LMS实例，因此我们建议创建一个专用的用户帐户。此帐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完全
管理员权限

建议拥有一个 Canvas合作伙伴帐户：https://www.instructure.com/canvas/become‑partner。

配置OAuth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Canvas集成读取数据。

1. 以管理员 https://{ host_name } .com/accounts身份登录。
2. 选择要集成的账户。
3. 选择开发者密钥，然后选择 +开发者密钥。
4. 选择 + API Key并填写必填字段，包括密钥名称、所有者电子邮件、重定向 URI。
5. 在重定向 URL字段中输入此应用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6. 将客户端凭证受众设为 Canvas，然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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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状态设置为ON。
8. 从详细信息中复制 clientID和密码。配置集成时，您可以将这些值用于服务身份验证。

配置OAuth客户端

将 OAuth客户端配置为通过 Canvas集成写回数据。

1. 以管理员 https://{ host_name } .com/accounts身份登录。
2. 选择要集成的账户。
3. 选择开发者密钥，然后选择 +开发者密钥。
4. 选择 + API Key并填写必填字段，包括密钥名称、所有者电子邮件、重定向 URI。
5. 在重定向 URL字段中输入此应用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6. 将客户端凭证受众设为 Canvas，然后单击保存。
7. 将状态设置为ON。
8. 从详细信息中复制 clientID和密码。配置集成时，您可以将这些值用于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Canvas LMS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
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Canvas LMS磁贴。

3. 输入集成的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 https://{ host_name } .com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
b) 授权 URL已预先填充：https://{ host_name } .com/login/oauth2/auth。
c) 令牌 URL已预先填充：https://{ host_name } .com/login/oauth2/token。
d)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在配置 OAuth
服务器时收集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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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您可以在配置 OAuth
服务器时收集此信息。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
c) 授权 URL已预先填充：https://{ host_name } .com/login/oauth2/auth。
d) 令牌 URL已预先填充：https://{ host_name } .com/login/oauth2/token。
e)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了此值。

f)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了此值。

7. 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在请求数中输入 500，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分钟。

8. 将 “请求超时”留空。

9.（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0. 选择保存以继续。

配置维修操作参数

配置上述模板后，您需要正确配置维修操作。对于 “我的成绩”微应用，请 host_name在 “我的成绩”页面的 “在画
布上查看”按钮中更新它们。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导航到 Canvas LMS集成，然后选择我的成绩微应用。
2. 选择页面，然后选择我的成绩页面。
3. 在页面构建器中，选择 “在画布上查看”按钮组件，然后选择右窗格中的 “操作”选项卡。
4. 在 “操作”下，选择 “转到URL”。
5. 在URL模板字段中，替换为您 host_name的实例主机名。使用此表格：https://{ host_name } /

courses/\\{ \\{ id\ } \ } /grades
6. 完成后，离开屏幕。系统会自动为构建器保存更改。

编辑表格属性

要完成集成的配置，您需要更改端点的数据类型，如下表所示。对于下表中列出的每个端点，必须在菜单中更改给定属
性的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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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专栏 数据类型

分配 积分 _可能 二进制

分配 description 二进制

年级 current_grade 二进制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 Canvas LMS集成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将打开 “数据加载”屏幕。如果没
有，请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加载。

2. 对于每个终端节点，选择端点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
3. 在 “编辑数据端点”屏幕中，滚动到页面底部。在 “数据结构”下的表格中，选择铅笔图标以编辑表格。
4. 在编辑表格属性屏幕中，通过从菜单中选择新值来更改数据类型。对于每个端点所做的每个更改，请选择保存，
然后选择应用。

5. 对其他数据端点重复此过程。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注意：

我们建议将完全同步间隔设置为每 8小时，将增量同步间隔设置为每小时。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Canvas LMS连接器规范。

注意：

由于 API调用数量的限制，增量同步设置为仅保留公告。剩余的端点将作为完全同步的一部分触发。

使用 Canvas LMS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创建课程公告：教师为课程创建公告。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课程公告页 提供用于为课程创建公告的表单，其中包含以下详细信
息：课程（课程下拉菜单）、标题、消息和发布日期。

我的课程：查看课程公告、作业和课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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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课程邀请通知 当学生被邀请参加课程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新课程公告通知 当有关于课程的新公告时，注册该课程的学生会收到通
知。

新课程公告（未来）通知 当有新的课程公告以及将来的发布日期时，注册该课程
的学生会收到通知。

接受/拒绝邀请页面 提供课程邀请的只读视图，其中包含 “接受”或 “拒绝”
选项。

列出课程页面 允许用户查看其已注册课程的列表。

课程详情页 允许用户查看课程的公告和文件列表。

“公告详情”页 允许用户查看课程公告及其详细信息。

作业详细信息页 允许用户查看作业及其详细信息。

文件详细信息页 允许用户查看和下载文件。

我的成绩：学生查看他们的课程成绩。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成绩通知 为课程发布新成绩后，注册该课程的学生会收到通知。

列出课程页面 允许用户查看其已注册课程的列表。

我的成绩页面 允许用户查看所选课程的成绩。

教师视图：教师查看和添加课程成员以及查看学生。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列出课程页面 允许教师查看可用课程的列表。

“列出成员”页 允许教师通过导航至 “添加用户”页面的 “添加”按钮查
看已注册课程的成员列表。

“会员详情”页 允许教师查看课程成员的成绩和相关详细信息。

“添加用户”页 允许教师将学生添加到所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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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SAP Concur

December 1, 2021

与 SAP Concur集成以提交申请并接收有关批准、费用、行程和报告的通知。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SAP Concur集成模板供你使用。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集成类别中较新的模板，因为
它提供了配置缓存数据结构的更多功能。在 SAP Concur‑添加旧版集成中查找旧版（已弃用）集成模板详细信息。

有关开箱即用的 SAP Concur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 SAP Concur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你管理组织的 SAP Concur实例来设置集成。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您必须
具备以下详细信息：

• 基本 URL：这是基本 URL 模型：https://{ data_center } .api.concursolutions.com。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AP Concur‑基本 URI。

• 令牌URL：https://{ data_center } .api.concursolutions.com/oauth2/v0/token
• 授 权 URL：https://{ data_center } .api.concursolutions.com/oauth2/v0/
authorize

• 用户名：这和密码是有权访问 SAP Concur的服务帐号的凭据。
• 密码：此密码和用户名是有权访问 SAP Concur的服务帐号的凭据。
• 客户端 ID：您可以通过在 SAP Concur帐户中注册 OAuth客户端来收集客户端 ID。对于服务身份验证和服务
操作身份验证，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是相同的。请参阅请求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 客户机密钥：您可以通过在 SAP Concur帐户中注册OAuth客户端来收集客户端密钥。服务身份验证和服务操
作身份验证的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相同。请参阅请求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 范围：CCARD信用卡帐户。读取收据。阅读 COMPD用户用户 _阅读 EMERG JOBLOG公司。阅读 REECPT
ITINER FIINER FISVC列表 PASSV mileage.vehicle.writeonly配置 FOP mileage.rateonly收据。只写
收据。只写 GHOST用户。TRVREQ SUPSCC公司。写 EXPRPT提取 PAYBAT INVPMT里程。车辆.read
Image TAXINV RCTIMG UNUTX TWS TMCSP 快速支出。只写银行 INVVEN 简明收据。写旅行请求。写
MTNG里程。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 你必须从 SAP Concur购买Web服务组件。如果贵公司尚未购买Web服务组件，请让组织中的 SAP Concur
管理员联系 SAP Concur的客户经理。

•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SAP Concur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
需再次输入凭据。按照 Concur单点登录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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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way服务。

请求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获取新的 oauth2 client_id和 client_secret，然后按照以下说明定义客户端的应用范围。

重要提示：

使用 Concur创建支持票证以使用 OAuth 2.0配置集成并注册正确的身份验证回调 URL。我们建议在支持票中
使用以下文本：

我们需要OAuth 2.0凭据以启用与 Citrix Workspace的集成。此工具使用服务帐号下载最近的支出报告和订单
项目详细信息，以便向经理呈现待处理的批准。它允许员工提交、批准和拒绝费用。最终用户执行的操作将被定向
到 3LO授权页面，他们在其中输入 Concur凭据并批准Workspace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

将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添加到 Concur 以进行此集成，授予授权访问权限以允许访问私有数据并启用
经 OAuth 身份验证的用户操作。列出的第一个回调不会改变。第二个回调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创建集
成时可以在 URL 地址栏中找到。{yourmicroappserverurl} 部分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
https://%7BtenantID%7D.%7Bregion(us/eu/ap‑s)%7D.iws.cloud.com：

• <https://microapps_server_URL/admin/api/external-services/com.sapho.
services.concur.ConcurService/auth/serverContext>

• <https://microapps_server_URL/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SAP Concur HTTP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
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
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这种较新的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
的数据结构。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SAP Concur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 入 实 例 基 本 URL。 这 是 基 本 URL 模 型：https://{ data_center } .api.
concursolutions.com。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AP Concur‑基本 URI。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的 Salesforce图标。
• 如果要创建本地连接，请启用本地实例切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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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 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使用 OAuth 2.0
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
b)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资源所有者密码。提供正确的凭据以授权资源服务器提供访问令牌。
c) 在授予类型值菜单中输入密码。
d)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e)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 URL编码表单。
f) 令牌 URL 已预先填充：https://{ data_center } .api.concursolutions.com/

oauth2/v0/token
g) 将刷新令牌 URL和范围字段留空。
h) 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i) 输入您的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j) 将标题前缀留空。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
获取，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
注册应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在授权类型值菜单中输入 authorization_code。
d) 回调URL字段已预填。
e)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f)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 URL编码表单。
g) 授权 URL 是预先填写的：https://{ data_center } .api.concursolutions.com/

oauth2/v0/authorize
h) 令牌 URL 已预先填充：https://{ data_center } .api.concursolutions.com/

oauth2/v0/token
i) 将刷新令牌 URL字段留空。
j) S cope 字段包含以下范围：CCARD creditcardaccount.read receipts.read COMPD

USER user_read EMERG JOBLOG company.read ERECPT ITINER FISVC LIST
PASSV mileage.vehicle.writeonly CONFIG FOP mileage.rate.writeonly
receipts.writeonly GHOST user.read CONREQ user.write COMPANY

mileage.journey.read EVS TRVPTS ATTEND INVPO NOTIF TRVREQ SUPSVC
company.write EXPRPT EXTRCT PAYBAT INVPMT mileage.vehicle.read

IMAGE TAXINV RCTIMG UNUTX TWS TMCSP quickexpense.writeonly BANK
INVVEN openid receipts.write travelrequest.write MTNG mileage.rate.
read mileage.journey.writeonly INSGHT TRVPRF INVTV MEDIC TSAI

k) 输入您的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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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将标题前缀留空。

7. 默认情况下，请求速率限制字段设置为每秒 50个请求。

8. 默认情况下，请求超时设置为 120。

9.（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0. 选择保存。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使用 SAP Concur微应用

我们的 SAP Concur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审批：批准待定支出报表或将其发回。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批准提醒通知 当支出报表等待批准并且在截止日期之前（例如，默认
情况下为 3天）超过了定义的阈值时，审批人会收到通
知提醒。

新请求通知 将新的批准请求分配给审批人时，批准者会收到通知。

新请求通知 当批准请求发生更改时，审批人会收到通知。

费用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支出的只读视图。

支出报告详情页面 提供报告的详细视图，其中包含支出列表以及 “批准”
和 “发回”选项。

“我的待批准”页面 提供待批准的个性化列表。

费用：搜索和查看费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我的费用详情”页 提供带附件的支出的详细视图。

我的支出报告详情页面 提供报告的详细视图，其中包含支出列表和 “召回”选
项。

我的费用页面 提供可搜索的个性化费用清单。

行程：搜索、查看和分享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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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已更改行程成功预订通知 当用户的行程发生变化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已更改共享行程通知 当与用户共享更改的行程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新行程成功预订通知 当用户的新行程被预订和出票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新的共享行程通知 与用户共享行程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行程详情页面 提供用户行程的视图和可操作的共享按钮。

“我的行程”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行程列表。

报告：搜索和查看您提交的支出报告。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请求批准通知 用户的支出报告获得批准后，他们会收到通知。

请求退回通知 当用户的支出报告发回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我的费用详情”页 提供带附件的支出的详细视图。

我的支出报告详情页面 提供报告的详细视图，其中包含支出列表和 “召回”选
项。

我的费用报告页面 提供支出报表列表。

添加旧版集成

作为系统管理员，您可以使用以下过程启用 Concur集成。确保满足先决条件，然后设置 Concur集成。设置集成后，
必须向员工提供专用帐户的员工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员工 ID或登录 ID，并要求他们调整 SAP Concur个人资料设
置。完成此过程后，您现有的审核日志记录级别将保留，包括使用 Citrix Microapps执行的任何操作。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你管理组织的 SAP Concur实例来设置集成。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您必须
具备以下详细信息：

• 实例 URL
• 用户名
• 密码

对于 OAuth 2.0：

• OAuth客户端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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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uth客户端密钥
• 授权 URL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 获取新的 oauth2 client_id和 client_secret并定义客户端应用程序的范围。

重要提示：

使用 Concur创建支持票证以使用 OAuth 2.0配置集成并注册正确的身份验证回调 URL。我们建议在支持票中
使用以下文本：

我们需要OAuth 2.0凭据以启用与 Citrix Workspace的集成。此工具使用服务帐号下载最近的支出报告和订单
项目详细信息，以便向经理呈现待处理的批准。它允许员工提交、批准和拒绝快速支出。最终用户执行的操作将被
定向到 3LO授权页面，他们在其中输入 Concur凭据并批准Workspace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

将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添加到 Concur 以进行此集成，授予授权访问权限以允许访问私有数据并启用
经 OAuth 身份验证的用户操作。列出的第一个回调不会改变。第二个回调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创建集
成时可以在 URL 地址栏中找到。{yourmicroappserverurl} 部分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
https://%7BtenantID%7D.%7Bregion(us/eu/ap‑s)%7D.iws.cloud.com：

• <https://microapps_server_URL/admin/api/external-services/com.sapho.
services.concur.ConcurService/auth/serverContext>

• <https://microapps_server_URL/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 你必须从 SAP Concur购买Web服务组件。如果贵公司尚未购买Web服务组件，请让组织中的 SAP Concur
管理员联系 SAP Concur的客户经理。

•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SAP Concur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
需再次输入凭据。按照 Concur单点登录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配置旧版模板

将 SAP Concur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
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此时将打开 “管理集成”页面。

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选择 SAP Concur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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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集成的名称。

5. 输入作为先决条件收集的连接器参数。

• 输入您的实例 URL。
•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选择一种身份验证方法。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
• 输入授权 URL以定义在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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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OAuth 2.0身份验证方法。
– 凭据使用客户端的凭证而不是资源所有者的凭据。访问令牌与客户端本身相关联，或者与资源所有者
的委派授权相关联。

– 授权授予 (3LO)资源所有者允许访问。
• 输入您在先决条件过程中收集的OAuth客户端 ID和OAuth客户端密钥。

6. 根据需要选择以下单选按钮：

• 费用模块提供对员工费用跟踪的访问。
• 支出组配置检索 OAuth访问令牌分配到的支出组的费用政策、支出类型和付款类型的列表。
• 支出报表详细信息（分配和明细）允许检索与报表 ID、条目 ID或明细编号相关的分配信息。
• 旅行模块提供对旅行数据的访问，例如行程、旅行资料和旅行请求。
• 费用委托人检索已向 OAuth访问令牌中指定的用户授予委托权限的用户的列表。

7. 输入连接数的数量。此值确定数据同步启动的字符串数。

注意：

默认连接数为 1。打开更多连接可以减少数据同步的时间，但会增加微应用服务器的负载并影响其性能。如
果你需要，我们建议不超过 10个。

8.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Concur连接器规范。

使用 SAP Concur传统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重要提示！

这些 SAP Concur微应用现已弃用：“提交快速支出”、“创建用户”和 “用户”。用户需要删除这些微应用，因为
它们配置错误。要删除微应用，请从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要删除的微应用旁边的菜单。选择删除微应用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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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SAP Concur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审批：批准待定支出报表或将其发回。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批准提醒通知 当支出报表等待批准并且在截止日期之前（例如，默认
情况下为 3天）超过了定义的阈值时，审批人会收到通
知提醒。

新请求通知 将新的批准请求分配给审批人时，批准者会收到通知。

新请求（已更改）通知 当批准请求发生更改时，审批人会收到通知。

费用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支出的只读视图。

“我的待批准”页面 提供待批准的个性化列表。

查看报告页 提供可操作的表单，其中包含待批准的支出报告的详细
视图。

费用：搜索和查看费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费用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支出的只读视图。

我的费用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费用清单。

“报告详情”页 提供支出报表的详细视图，其中包含用于注释的字段。

行程：搜索、查看和分享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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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行程成功预订通知 当用户的新行程被预订和出票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新的共享行程通知 与用户共享行程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行程详情页面 提供用户行程的视图和可操作的共享按钮。

“我的行程”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行程列表。

分享行程页面 提供用于共享用户行程的表单。

报告：搜索和查看您提交的支出报告。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请求批准通知 用户的支出报告获得批准后，他们会收到通知。

请求退回通知 当用户的支出报告发回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费用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支出的只读视图。

支出报告页 提供支出报表的详细视图，其中包含用于注释的字段。

我的待处理支出报告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支出报告列表。

集成 Cherwell

December 1, 2021

部署 Cherwell集成模板以管理事件和服务请求的更改并收到有关更改的通知。

衷心期盼您的反馈信息！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论坛。

有关适用于 Cherwell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Cherwell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与 Cherwell设置此集成后，您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URL：https:/{ Cherwell_Instance_URL } /CherwellAPI/api/。{ Cherwell_Instance_URL
}是从 Cherwell购买时获得的。

• 令牌URL：https:/{ Cherwell_Instance_URL } /CherwellAPI/token。{ Cherwell_Instance_URL
}是从 Cherwell购买时获得的。

• 用户名：这和密码是有权访问 Cherwell的服务帐户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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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这和用户名是有权访问 Cherwell的服务帐户的凭据。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安全
合规性。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Cherwell实例，因此我们建议您创建一个专用用户帐户。此账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

• 管理员安全组

创建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在执行此过程之前，请导航到 https://{ Cherwell_Instance_URL } /CherwellAutoDeploy/并
下载 Cherwell服务管理并进行安装。

1. 使用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2. 在 Cherwell服务管理应用程序屏幕上，选择安全性。

3. 转到编辑 REST API客户端设置。

4. 选择创建新客户端。

5. 为以下项输入一个值：

• 名称
• 说明
• 输入 360以获得代币寿命
• 输入 1440以获得 **刷新令牌寿命
• 选中已启用 API访问复选框。

6. 选择保存当前客户端。

7. 复制并保存客户端密钥。这是配置集成时用于服务身份验证的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的值。

创建用户名和密码

同样，在执行此过程之前，请导航到 https://{ Cherwell_Instance_URL } /CherwellAutoDeploy
/并下载 Cherwell服务管理并进行安装。

1. 使用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2. 在 Cherwell服务管理应用程序屏幕上，选择安全性。

3. 选择编辑用户。

4. 选择创建新用户。

5. 为以下项输入一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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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 ID
• 密码
• 确认密码

6. 选择安全组：管理员，然后输入全名和电子邮件。

7. 选中 “密码永不过期”复选框。

8. 选择保存当前用户。

注意：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Cherwell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
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Cherwell瓷砖。
3. 输入集成的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URL：https:/{ Cherwell_Instance_URL } /CherwellAPI/api/。{
Cherwell_Instance_URL }是从 Cherwell购买时获得的。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资源所有者密码。
b) 输入授权类型值的密码。
c) 选择请求正文作为令牌授权。
d) 选择URL编码表单作为令牌内容类型。
e) 输入您的令牌URL：https:/{ Cherwell_Instance_URL } /CherwellAPI/token。{

Cherwell_Instance_URL }是从 Cherwell购买时获得的。
f) 输入您的用户名。这和密码是有权访问 Cherwell的服务帐户的凭据。
g) 输入你的密码。此和用户名是有权访问 Cherwell的服务帐户的凭据。
h)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i)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j) 从 “标题前缀”菜单中选择 “持票人”。
k) 在访问令牌参数下，输入 auth_mode作为名称，在内部输入值。

6. 将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开关保留为禁用状态
7. 将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保留为禁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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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开关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便获得支持。
9. 选择保存以继续。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Cherwell连接器规范。

使用 Cherwell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创建事件：允许用户创建事件。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事件”页 提供用于创建事件的表单。

创建服务请求：从目录中创建新的服务请求或选择预定义的服务请求模板。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服务请求”页 提供用于选择预定义模板或从服务目录创建请求的表单。

我的开放事件：查看和管理工作区用户拥有的开放事件。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事件创建通知 创建新事件时，事件的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事件解决 SLA阈值命中通知 如果错过了事件的解决方案 SLA，事件的所有者会收到
通知。

事件响应 SLA阈值命中通知 当事件的响应 SLA丢失时，事件的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事件状态已更改通知 当事件的状态发生更改时，事件的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我的开放事件页面 提供工作区用户拥有的开放事件的列表。

事件详情页面 提供事件详细信息，包括评论以及添加评论和撤回事件
的选项。

我的打开服务请求：查看和管理工作区用户拥有的打开的服务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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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服务请求已创建通知 创建新的服务请求后，事件的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服务请求解决方案 SLA阈值命中通知 当新服务请求的解决方案 SLA丢失时，事件的所有者会
收到通知。

服务请求响应 SLA阈值命中通知 当新服务请求的响应 SLA丢失时，事件的所有者会收到
通知。

服务请求状态已更改通知 当新服务请求的状态发生更改时，事件的所有者会收到
通知。

我的开放式服务请求 提供工作区用户拥有的打开的服务请求的列表。

服务请求详情 提供服务请求详细信息，包括注释以及添加评论和撤回
服务请求的选项。

集成 docuSign

December 1, 2021

部署 DocuSign集成以使用 Citrix Workspace从任何设备发送和接收用于数字签名的信封。用户可以启动新的签名
模板，收到任何新待处理文档的通知，以及查看之前在 DocuSign收件箱中发送或接收的信封列表。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有关适用于 DocuSign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DocuSign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管理员是组织的 DocuSign集成设置的一部分。此 DocuSign管理员帐户必须具有用户信息的完全
读取权限。

与 DocuSign设置此集成后，您将需要这些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特别是以下用于设置
OAuth集成的参数列表：

• 基本 URL：附加终端节点路径的基本 URL。您可以从 “应用程序和密钥”下的服务帐号中收集基本 URL。基本
URL格式：{ baseURL fetched from sevice account } /restapi/2.1/。有关如何查找
基本 URL，请参阅配置 OAuth服务器。

• DocuSign帐户 ID：您的 docusign管理员帐户 ID。请参阅配置 OAuth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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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 URL：例如来自基本 URL https://{ yourEnvironmentalURL } .docusign.net/
restapi/v2.1/。

• 授权URL：https://account-d.docusign.com/oauth/auth
• 令牌URL：https://account-d.docusign.com/oauth/token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此外，DocuSign的所有应用程序密钥
都必须通过DocuSign上线流程。这适用于集成密钥 (clientID)。这可能需要长达一周的时间。有关DocuSign
上线流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developers.docusign.com/docs/esign‑rest‑api/go‑live/。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DocuSign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入凭
据。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可以对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DocuSign API 限 制 表 单 链 接：https://developers.docusign.com/docs/esign‑soap‑api/esign101/
security/call‑limits/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帐号

在这里注册: https://admin.docusign.com. 您可以在此处查看用户权限配置文件: https://support.docusign.
com/en/guides/ndse‑admin‑guide‑permission‑sets. 如果您想访问电子签名管理员的演示版本，请改用此
URL：https://admindemo.docusign.com。有关新服务帐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s://support.docusign.
com/en/guides/org‑admin‑guide‑getting‑started。

配置OAuth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DocuSign集成读取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号登录电子签名管理员：https://admin.docusign.com。对于电子签名管理员的演示版本：
https://admindemo.docusign.com。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s://support.docusign.com/en/
guides/ndse‑admin‑guide‑access 和 https://support.docusign.com/en/guides/ndse‑admin‑
guide‑welcome‑to‑administration。

2. 转到导航栏中的 “设置”。
3. 在设置页面上，选择应用程序和密钥，然后选择添加应用程序和集成密钥。
4. 输入 APP名称，然后选择添加。
5. 选择 +添加密钥以生成密钥。
6. 输 入 重 定 向 URI：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

server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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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集成密钥和私有密钥（clientID**和密钥）。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 **
服务身份验证。

8. 复制并保存帐户的基本 URI。
9. 复制并保存 DocuSign帐户 ID。

此外，DocuSign的所有应用程序密钥都必须通过 DocuSign上线流程。这适用于集成密钥 (clientID)。这可能需要
长达一周的时间。有关DocuSign上线流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developers.docusign.com/docs/esign‑
rest‑api/go‑live/。

配置OAuth客户端

配置 OAuth客户端以通过 DocuSign集成写回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号登录电子签名管理员：https://admin.docusign.com。对于电子签名管理员的演示版本：
https://admindemo.docusign.com。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s://support.docusign.com/en/
guides/ndse‑admin‑guide‑access 和 https://support.docusign.com/en/guides/ndse‑admin‑
guide‑welcome‑to‑administration。

2. 转到导航栏中的 “设置”。
3. 在设置页面上，选择应用程序和密钥，然后选择添加应用程序和集成密钥。
4. 输入 APP名称，然后选择添加。
5. 选择 +添加密钥以生成密钥。
6. 输入重定向URI：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

/callback
7.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集成密钥和私有密钥（clientID**和密钥）。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 **
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此外，DocuSign的所有应用程序密钥都必须通过 DocuSign上线流程。这适用于集成密钥 (clientID)。这可能需要
长达一周的时间。有关DocuSign上线流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developers.docusign.com/docs/esign‑
rest‑api/go‑live/。

配置组织

将帐户关联到您的组织。系统会自动关联您用于创建组织的帐户。

1. 在电子签名管理员主页中，选择开始使用。如果您在 DocuSign帐户中没有看到此选项，则不会在该帐户上启
用 DocuSign管理员。请联系您的 DocuSign客户经理寻求帮助。

2. 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组织名称和可选说明，然后选择下一步。
3. 选择CREATE以完成组织的创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support.docusign.com/en/guides/org‑

admin‑guide‑create‑org。
4. 转到 “组织管理员”仪表板。选择连接的应用程序，然后选择授权应用
5. 选择在配置 OAuth服务器和客户端时输入和创建的应用程序名称。选择添加以提供权限。
6. 输入这些范围。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s://developers.docusign.com/platform/auth/reference/

sc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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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服务身份验证，请选择在配置OAuth服务器中创建的应用程序名称，提供 user_read权限，然后选
择添加。

• 对于服务操作身份验证，请选择在配置 OAuth客户端中创建的应用程序名称，提供 user_write权限，
然后选择添加。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DocuSign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
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
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DocuSIGN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输入您的 DocuSign帐户 ID。请参阅配置 OAuth服务器。

6.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c) 授权URL是预先填写的。
d) 令牌 URL已预填。
e) 确保为范围输入以下内容：user_read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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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7.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d) 授权URL是预先填写的。
e) 令牌 URL已预填
f) 确保为范围输入以下内容：user_write
g)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h)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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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已启用。请求数保留 400，时间间隔为 1分钟。
1。。默认情况下，请求超时设置为 120。

9.（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0. 选择保存以继续。

11.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出现一个带有 Google登录屏幕的弹出窗口。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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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按钮添加动作

为以下按钮配置 “转到 URL ”操作，以启用 “签名信封”和 “查看信封”按钮功能。此转到 URL配置会将用户操作重
定向到 DocuSign中的特定信封详情页面。

1. 导航到页面构建器中的以下按钮，然后选择。对下面的每个按钮执行此过程：

• 我收到的信封微应用：待处理的信封详细信息页面：签署信封按钮
• 我的已发送信封微应用：信封的收件人视图页面：在信封上签名按钮
• “我的已发送信封”微应用：发件人信封视图页面：“查看信封”按钮

2. 选择右侧的 “操作”选项卡。

3. 在 “操作”下，选择 “转到URL”。

4. 在 URL 模板字段中，将 URL 的 { yourEnvironmentName } 部分替换为环境 URL。在基本 URL
中 找 到 您 的 环 境 URL: https://{ yourEnvironmentName } .docusign.net/restapi
/v2.1/. 例 如：https://appdemo.docusign.com/documents/details/\\{ \\{
nested_table_envelopes_recipients_sign.envelope_id\ } \ }。

5. 现在，对其他按钮重复此过程。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DocuSign连接器规范。

使用 DocuSign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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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启用 “签名信封”和 “查看信封”按钮功能，必须将 “待处理信封详细信息的操作”页面、“收件人信封视图”页
面和 “发件人信封视图”页面按钮替换为环境 URL。请参阅向按钮添加动作。

我收到的信封：查看用户收到的等待签名的信封。用户可以在 DocuSign中对自己进行身份验证并查看信封。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我收到的信封页面 提供一个表格，其中包含所有等待用户签名的信封，以
及用于按电子邮件主题或发件人姓名过滤信封的搜索选
项。用户可以查看信封的已发送和已送达状态。

收到的信封详情页 提供等待签名的信封的详细信息，例如电子邮件主题、
发件人姓名和过期日期（天数）。用户可以使用 “签名信
封”按钮在Workspace中查看信封。

签署信封页 提供用于在 Citrix Workspace中对信封进行签名的表
单。

发送模板：发送现有模板进行签名。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选择模板”页 为用户提供包含所有模板的表。集成不会在已登录用户
的模板列表中列出共享模板。

“发送模板”页 提供用于将模板发送给收件人的表单。发件人提供以下
详细信息来发送信封：姓名、电子邮件和角色。一次最
多可以将信封发送给三 (3)个收件人。模板必须包含文
档才能使用该模板发送信封。

我的已发送信封：查看用户发送的信封列表。用户还可以查看信封的详细信息，还可以添加、编辑和删除收件人。

注意：

通知将在创建两天后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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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信封状态更改通知 当信封的状态更改为 “已完成”或 “已拒绝”时，系统会
生成通知并将其发送给信封的发件人。如果在将记录添
加到 Citrix Microapps数据库时信封的状态已经为
“已完成”或 “已拒绝”，则不会为发件人生成通知。

新信封通知 收到新信封后，信封状态和收件人状态必须为 “已发送”
或 “已送达”，然后会生成通知并将其发送给关联的收件
人。

添加收件人页 提供将收件人添加到信封的表单。包含 “姓名”、“电子
邮件”和 “角色”等输入字段。

编辑收件人页 提供用于编辑姓名和电子邮件等输入字段的表单。当用
户修改姓名或电子邮件时，将显示 “保存并重新发送”
按钮，并向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

信封详情页 提供信封详细信息，例如电子邮件主题、创建时间和状
态。还会显示与信封关联的收件人列表以及 “添加收件
人”按钮。用户无法编辑收件人或将收件人添加到已作
废或拒绝的信封中。

我的已发送信封页面 提供状态为（已发送、已送达、完成、拒绝、已作废）的
用户发送的所有信封的列表，并带有搜索栏，用于按电
子邮件主题或信封状态筛选信封。

收件人详情页 使用以下按钮提供收件人详细信息，例如姓名、电子邮
件和状态：编辑收件人、重新发送信封和删除收件人。

签署信封页 提供等待签名的信封的详细信息，例如电子邮件主题、
发件人姓名和过期日期（天数）。用户可以使用 “签名信
封”按钮在 DocuSign中查看信封以对信封进行签名。

查看信封页面 提供信封详细信息，例如电子邮件主题、创建时间和状
态。还包含与信封关联的收件人列表和 “查看信封”按
钮。

集成 Google Analytics

December 1, 2021

与 Google Analytics（分析）集成，通过配置的微应用监控流量。作为新闻聚合器，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允许
用户在一个地方跟踪流量，无需通过网站手动检查分析结果。完成此过程后，您现有的审核日志记录级别将保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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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itrix Microapps执行的任何操作。

有关开箱即用的 Google Analytics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 Google Analytics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您管理组织的 Google Analytics（分析）实例以设置集成。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
集成，您必须具备以下详细信息：

• Google Analytics帐户
• 客户端 ID和密码
• 查看 ID
• OAuth 2.0授权凭证

添加回调URL

向实例配置添加自定义URL，以授予对私有数据的访问权限并启用经OAuth身份验证的用户操作。列出的第一个回调不
会改变。第二个回调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创建集成时可以在URL地址栏中找到。{yourmicroappserverurl}部分由租
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7BtenantID%7D.%7Bregion(us/eu/ap‑s)%7D.iws.cloud.com。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Google Analytics（分析），然后为此集成添加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external-services/com.
sapho.services.googleanalytics.GoogleAnalyticsService/auth/serverContext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Google Analytics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
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此时将打开 “管理集成”页面。

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选择 Google Analytics磁贴。

4. 输入集成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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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在前面的过程中收集的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 输入视图 ID。
• 输入统计信息的最大天数（默认值为 30）。

6. 如有必要，切换在操作中使用用户OAuth授权。

7. 选择使用您的 Google Analytics帐户登录以启用 OAuth授权。Google登录页面将在新标签页中打开。系
统会提示您输入帐户名、输入密码并确认访问权限。

8.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集成一文中的验证所需的实体和设置数据同步。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Google Analytics（分析）连接器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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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oogle Analytics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们的 Google Analytics（分析）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会话量度：查看会话和会话指标。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每日会话减少通知 当每日会话次数减少定义的数量（默认情况下为 10％）
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每日会话增加通知 当每日会话数量增加定义的数量（默认情况下为 10％）
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每周会话减少通知 当每周会话次数减少定义的数量（默认情况下为 10％）
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每周会话增加通知 当每周会话数量增加定义的数量（默认情况下为 10％）
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会话”页 提供所有会话的列表。

用户指标：查看用户指标。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每日用户减少通知 当每日用户数量减少定义的数量（默认情况下为 10％）
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每日用户增加通知 当每日用户数量增加定义的数量（默认情况下为 10％）
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每周用户减少通知 当每周用户数减少定义的数量（默认情况下为 10％）时，
用户会收到通知。

每周用户增加通知 当每周用户数量增加定义的数量（默认情况下为 10％）
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用户”页 提供所有用户指标的列表。

集成 Google日历

December 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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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Google日历集成功能，通过任何设备或内联网安排日历活动并列出用户的活动和办公时间。此集成提供了以下四
个使用案例：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Google日历集成模板供您使用。基于 Java的模板提供了更多用例，包括通知。这属于目录中
的 “集成”类别。设置说明紧跟在下面。我们还在目录中的 Citrix Labs类别下有一个新的基于 HTTP的模板。
这种集成更加灵活，并为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提供了更多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Labs Google日历
集成。

有关适用于 Google日历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Google日历微应用。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预览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
专门论坛。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您管理组织的 Google日历实例以设置集成。

• 此集成需要一个专用的 Google帐户，该帐户用于将日历数据与Workspace同步。此账户必须具有管理员 API
权限 User/Read或包含此权限的标准管理员角色。

• 如果托管 Workspace 的内部服务器位于防火墙后面，则必须允许使用端口 443 访问主机名
www.google.com，以便Workspace可以连接。

• 获取新的 oauth2 client_id和 client_secret并定义客户端应用程序的范围。
•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Google日历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
次输入凭据。按照 Google CalendarSingle Sign‑On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 Google日历集成，您必须具备以下详细信息：

• OAUTH私钥 JSON
• 模拟管理员用户帐户

对于 Google日历的用户同意 (3LO)身份验证：

• 客户端 ID
• 客户端密钥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高安全性合规性。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GoogleMeet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入
凭据。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gatewa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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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Google日历实例，因此我们建议您创建一个专用的用户帐号。此账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

• 服务帐户所需的权限：完全管理员权限

• 服务帐号所需的范围：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events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admin.directory.user

可以对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 谷歌 API限制表单链接：https://developers.google.com/calendar/pricing
• 推荐计划：企业增强版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帐号

在这里登录：https://workspace.google.com/intl/en/pricing.html

如何启用 API

默认情况下，Google日历 API可以通过网络服务访问付费帐户。

配置OAuth

1. 使用服务帐号登录以：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 API和服务。

3. 从导航菜单的项目列表中选择相应的项目。

4. 选择启用 API和服务，然后从 Google Workspace启用所有必需的 API。推荐的 API：Google日历 API和
管理 SDK。

5. 返回 API和服务页面，然后在左侧屏幕上选择OAuth同意屏幕。

6. 根据您的要求选择用户类型（我们建议：内部），然后选择创建。

7. 填写必填字段，包括服务帐户所需的范围，然后保存详细信息。这些是必需的范围：

•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
•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events
•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admin.directory.user

配置回调URL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Google日历集成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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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服务帐号登录以：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 API和服务。

3. 从导航菜单的项目列表中选择相应的项目。

4. 在左侧屏幕上选择凭据。

5. 选择创建凭据，然后从列表中选择OAuth客户端 ID。

6. 从应用程序类型列表中选择Web应用程序，然后输入名称。

7. 在授权的重定向 URI下选择添加URI。

8. 在UR I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9. 选择 Create（创建）。

10.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身份验证。

配置回调URL客户端

配置 OAuth客户端以通过 Google日历集成写回数据。

1. 使用服务帐号登录以：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 API和服务。

3. 从导航菜单的项目列表中选择相应的项目。

4. 在左侧屏幕上选择凭据。

5. 选择创建凭据，然后从列表中选择OAuth客户端 ID。

6. 从应用程序类型列表中选择Web应用程序，然后输入名称。

7. 在授权的重定向 URI下选择添加URI。

8. 在UR I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
callback

9. 选择 Create（创建）。

10.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添加 Google日历集成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 Google日历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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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此时将打开 “管理集成”页面。

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从目录的集成类别中选择 Google日历磁贴。

4. 输入集成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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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在前面的过程中收集的服务身份验证参数。

• 复制并粘贴整个OAUTH私钥 JSON。复制整个密钥，包括 {}括号。
• 输入模拟管理员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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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 管理
• 用户
• 用户同意 (3LO)资源所有者允许访问。

7. 对于用户同意 (3LO)，输入您在先决条件过程中收集的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8.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要加载的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天数 ‑定义缓存即将到来的日历事件以发送通知的时间长度。
• 要加载的过去事件的天数 ‑定义缓存过去事件的时间长度。
• 如有必要，选择 “加载用户日历事件”单选按钮。
• 线程计数 ‑输入一个值。

9. 选择添加。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Google日历连接器规范。

使用 Google日历微应用

我们的 Google日历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日历事件：创建和预览事件。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活动提醒通知 活动即将到来时，所有订阅者都会收到提醒通知。

“所有活动”页 提供即将举行的活动的个性化列表。

“创建活动”页 提供用于添加包含详细信息的新事件的表单。

活动详情页 提供活动的详细视图，包括来宾列表。

Citrix Labs Google日历集成

部署 Google日历集成功能，通过任何设备或内联网安排日历活动并列出用户的活动和办公时间。

注意：

添加新集成时，此集成模板处于预览模板中，在产品中显示的可用模板列表中标记为 “预览”。在预览版中，没有
提供支持的承诺，开发人员会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预览集成模板是为了测试和验证而共享的。我们不建议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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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部署它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微应用集成模板的维护声明。

此集成提供了以下四个使用案例：

• 使用 Create Event微应用，用户可以主持一次性或定期会议、添加被邀请者以及选择不同的时区。微应用还会
向所有受邀者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相应的事件对象，以便轻松集成日历。

• 使用 “我的日历（本月）”微应用程序，用户可以查看当月所有即将发生的事件。
• 使用 “我的办公时间”微应用，用户可以设置虚拟办公时间或列出用户当月的所有办公时间。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管理员是组织的 Google日历集成设置的一部分。此 Google日历管理员帐号必须具有完全读取用户
信息的权限。在与 Google日历设置此集成后，您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 URL：https://www.googleapis.com/
• 令牌 URL：https://oauth2.googleapis.com/token
• 授权URL：https://accounts.google.com/o/oauth2/v2/auth?access_type=offline
&prompt=consent

• CLIENT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SECRET：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高安全性合规性。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GoogleMeet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入
凭据。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gateway‑
service/。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Google日历实例，因此我们建议您创建一个专用的用户帐号。此账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

• 服务帐户所需的权限：完全管理员权限

• 服务帐号所需的范围：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events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admin.directory.user

可以对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 谷歌 API限制表单链接：https://developers.google.com/calendar/pricing
• 推荐计划：企业增强版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帐号

在这里登录：https://workspace.google.com/intl/en/pric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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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API

默认情况下，Google日历 API可以通过网络服务访问付费帐户。

配置OAuth

1. 使用服务帐号登录以：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 API和服务。

3. 从导航菜单的项目列表中选择相应的项目。

4. 选择启用 API和服务，然后从 Google Workspace启用所有必需的 API。推荐的 API：Google日历 API和
管理 SDK。

5. 返回 API和服务页面，然后在左侧屏幕上选择OAuth同意屏幕。

6. 根据您的要求选择用户类型（我们建议：内部），然后选择创建。

7. 填写必填字段，包括服务帐户所需的范围，然后保存详细信息。这些是必需的范围：

•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
•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events
•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admin.directory.user

配置回调URL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Google日历集成读取数据。

1. 使用服务帐号登录以：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 API和服务。

3. 从导航菜单的项目列表中选择相应的项目。

4. 在左侧屏幕上选择凭据。

5. 选择创建凭据，然后从列表中选择OAuth客户端 ID。

6. 从应用程序类型列表中选择Web应用程序，然后输入名称。

7. 在授权的重定向 URI下选择添加URI。

8. 在UR I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9. 选择 Create（创建）。

10.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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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回调URL客户端

配置 OAuth客户端以通过 Google日历集成写回数据。

1. 使用服务帐号登录以：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 API和服务。

3. 从导航菜单的项目列表中选择相应的项目。

4. 在左侧屏幕上选择凭据。

5. 选择创建凭据，然后从列表中选择OAuth客户端 ID。

6. 从应用程序类型列表中选择Web应用程序，然后输入名称。

7. 在授权的重定向 URI下选择添加URI。

8. 在UR I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
callback

9. 选择 Create（创建）。

10.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将 Citrix Labs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预览 Google日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
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从目录的 “预览”类别中选择 Google日历磁贴。

3. 输入集成的名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www.googleapis.com/。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4.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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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授 权 URL 是 预 先 填 写 的：https://accounts.google.com/o/oauth2/v2/auth?
access_type=offline&prompt=consent

d)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oauth2.googleapis.com/token
e) 确保为 Scope 输入以下内容：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 https:

//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eventshttps://www.googleapis.com
/auth/admin.directory.user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5.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d) 授 权 URL 是 预 先 填 写 的：https://accounts.google.com/o/oauth2/v2/auth?

access_type=offline&prompt=consent
e)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oauth2.googleapis.com/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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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确保为 Scope 输入以下内容：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 https:
//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events

g)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h)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6. 启用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在请求数中输入 100，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分钟。

7.（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8. 选择保存以继续。

9.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出现一个带有 Google登录屏幕的弹出窗口。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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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注意：

建议将 “完全同步”时间间隔设置为 “每周”，以便从微应用平台以及随后从用户日历中删除已取消或删除的事件。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预览 Google日历连接器规范。

使用 Labs Google日历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注意：

由于当前可用的时区是在 “创建事件”、“我的办公时间”和 “我的日历（当月）”微应用中硬编码的，因此添加任
何其他时区都需要管理员手动添加它们。

创建活动：根据用户偏好安排活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活动”页 提供一个表单来安排具有以下详细信息的活动：活动标
题、Google Meet Video链接、开始和结束时间、时
区、重复（一次、每日、每周、每月）、说明、地点和活
动出席者。

我的日历（本月）：查看即将到来的本月的一次性和重复性日历事件的列表以及编辑事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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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事件通知详细信息页 显示活动的所有适当详细信息的详细信息页面和立即加
入按钮以开始会议。用户还可以通过选择 “打开我的日
历”来重定向到 Google日历。

加载事件页面 通过刷新列表按钮刷新列表，为用户提供可用的一次性
和重复性日历事件的列表。用户可以通过单击列表中可
用的事件来查看事件详细信息。

列出活动页面 提供可供用户使用的一次性和周期性日历事件的最新列
表。用户可以通过单击列表中可用的事件来查看事件详
细信息。

“活动详情”页 详情页面，其中显示了活动的所有适当详细信息。用户
可以通过选择加入活动来开始/加入会议，用户可以通过
选择打开我的日历重定向到 Google日历。

全天活动详情页 详情页面显示全天活动的所有适当详情。用户可以通过
选择加入活动来启动（加入）会议，用户可以通过选择
打开我的日历重定向到 Google日历。

编辑 OneTime事件页 用于编辑一次性事件的表单页面。

“编辑定期事件”页 用于编辑现有重复事件的表单页面。

我的办公时间：创建、编辑和查看办公时间。

注意：

刷新按钮用于将缓存与最新数据同步，而不是完全同步或增量同步。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办公时间”页 提供使用以下详细信息创建办公时间的表单：开始时间
和结束时间、时区、周期（一次、每日、每周、每月）。

“我的办公时间列表”页 提供可用的用户办公时间列表，并带有刷新列表/加载我
的工作时间按钮来更新/刷新列表。用户可以通过选择添
加办公时间来添加办公时间。

“编辑我的办公时间”页 用于编辑用户办公时间的表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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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Google Directory

December 5, 2022

与 Google Directory集成，在任何设备、内联网或Messenger上与整个组织共享员工联系信息。确保满足先决条件、
启用 API并创建服务帐号。完成此过程后，您现有的审核日志记录级别将保留，包括使用 Citrix Microapps执行的任
何操作。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Google Directory集成模板供您使用。对于大多数用例，特别是 Google Directory工作流，
我们建议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在本文的最后，您可以找
到旧版 Google Directory集成模板的文档。有关 Google日历集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集成 Google日历。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您管理组织的 Google Directory实例以设置集成。

• 此集成需要一个专用的 Google帐户，该帐户用于将日历数据与Workspace同步。此账户必须具有管理员 API
权限 User/Read或包含此权限的标准管理员角色。

• 如果托管 Workspace 的内部服务器位于防火墙后面，则必须允许使用端口 443 访问主机名
www.google.com，以便Workspace可以连接。

• 获取新的 oauth2 client_id和 client_secret并定义客户端应用程序的范围。
•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Google Directory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
无需再次输入凭据。按照 Google Directory单点登录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 Google Directory集成，您必须具备以下详细信息：

• 客户端 ID
• 客户端密钥
• 域
• 有效的 Google Directory帐户和密码

启用 API

为您需要的服务启用 API。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https://console.developers.google.com使用管理员帐户登录，然后选择创建以创建新项目。您还可以更
新现有项目。

2. 选择启用 API和服务，然后搜索 Admin SDK。选择它，然后选择启用。
3. 搜索 Google日历 API。选择它，然后选择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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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服务账号

1. 选择左上角的设置图标，将鼠标悬停在 IAM和管理员上方，然后选择服务帐户。
2. 选择创建服务帐户。
3.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名称、服务帐户 ID（默认情况下，自动生成）、服务帐户描述，然后单击创建。
4. 选择选择角色菜单，然后选择所有者角色。
5. 选择继续，然后选择完成。

启用 Google委派并创建服务帐号密钥

要启用 Google域范围的委派并创建服务帐号密钥，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您的服务帐户列表中，找到您创建的帐户。选择操作 >编辑。

2. 选择显示域范围的委派。选中启用 Google域范围的委托复选框。

3. 要创建私钥，请选择 +创建密钥，选择 JSON，然后选择创建。

私钥将保存到您的计算机中。

4. 将 JSON文件存储在安全的位置。配置 Calendar集成时需要这样做。

5. 选择关闭，然后选择保存。

启用和管理 API访问

1. 导航到 https://admin.google.com，选择安全 > API参考。确保选中启用 API访问权限。

2. 选择高级设置 >管理 API客户端访问权限。将服务帐户名称添加到授权 API客户端列表中。

3. 在 “客户端名称”下，输入您下载的私钥 JSON文件中的 client_id。

4. 在 “一个或多个 API作用域”字段中输入以下逗号分隔的作用域列表：

1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admin.directory.user.
readonly><!--NeedCopy-->

5. 选择授权。

将回调URL添加到 Google API控制台

授予对私人数据的访问权限，并提供指向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的链接。回调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创建集成
时可以在 URL 地址栏中找到。{yourmicroappserverurl} 部分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
//%7BtenantID%7D.%7Bregion(us/eu/ap‑s)%7D.iws.cloud.com。

1. 转到 https://console.developers.google.com并使用您的凭据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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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OAuth同意屏幕。

3. 在授权域下，添加此域名：cloud.com，按回车键，然后选择保存。

4. 要创建 OAuth客户端 ID，请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凭据。选择创建凭据和Oauth客户端 ID。

5. 选择Web应用程序，然后按照先前添加的样式添加以下 URI，以允许访问私有数据并启用经 OAuth身份验证
的用户操作：

授权的重定向 URL：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external-services/com.
sapho.services.googlecalendar.GoogleCalendarService/auth/serverContext,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对于 Google Directory，请使用：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external-services/com.
sapho.services.googleforwork.GoogleForWorkService/auth/serverContext,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6. 添加每个 URL后，按 Enter。添加所有需要的 URI后，向下滚动并选择 “创建”。

注意：

如果您没有访问权限，请授予自己接受OAuth权限的权限。转到管理员控制台 >安全 > API权限。在内
部应用程序设置下，选中信任域拥有的应用程序复选框。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Google Directory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
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我们提供了两个 Google Directory集成模板
供您使用。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 Google Directory HTTP集成。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
项。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这种较新的 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Google Directory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替换为您的客户 ID。
• 从图标库中选择一个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的 Google Directory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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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创建本地连接，请启用本地实例切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地实例。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题。

c) 输入您的授权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替换为您的客户 ID。这是设置目标应
用程序集成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

d) 输入您的令牌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替换为您的客户 ID。这是访问授权令
牌的 URL。

e) 确保为作用域输入以下内容。要同步其他实体，必须在此处添加范围。使用以下内容，用空格分隔：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admin.directory.user https://www.
googleapis.com/auth/admin.directory.orgunit https://www.googleapis.
com/auth/admin.directory.group。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通过在 Google
帐户中注册 OAuth客户端来收集此信息和秘密信息。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h) 输入您的标题前缀。（可选）如果您的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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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如果您选择了OAuth 2.0身份验证方法，则可以选择 +添加参数以包含访问令牌参数。如有必要，访问
令牌参数可根据目标应用程序授权服务器的要求定义访问令牌参数。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题。

d) 输入您的授权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替换为您的客户 ID。这是设置目标应
用程序集成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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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输入您的令牌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替换为您的客户 ID。这是访问授权令
牌的 URL。

f) 确保为作用域输入以下内容。要同步其他实体，必须在此处添加范围。使用以下内容: https://www.
googleapis.com/auth/admin.directory.user.

g)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
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通过在 Google帐户中注册 OAuth客户端来收集此信息
和秘密信息。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h)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i)（可选）如果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j) 如果您选择了OAuth 2.0身份验证方法，则可以选择 +添加参数以包含访问令牌参数。如有必要，访问
令牌参数可根据目标应用程序授权服务器的要求定义访问令牌参数。

7.（可选）如果要为此集成激活速率限制，请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并设置每个时间间隔的请求数。

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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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保存以继续。

10.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此时将显示带有Webex登录屏幕的弹出窗口。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Google Directory连接器规范。

使用 Google Directory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我们的Google
Directory HTTP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

Google Directory连接器规格

创建用户：添加新用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用户”页 提供用于添加包含详细信息的新用户的表单。

目录管理员：管理用户和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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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删除用户”页 提供用于删除用户的表单。

“更新用户”页 提供用于编辑用户详细信息的表单。

用户详细信息页 提供员工的详细视图，其中包含用于更新或删除用户的
按钮。

“用户”页 提供所有员工的可搜索列表，其中包含指向个人用户详
细信息的链接。

群组：查看组和详细信息。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组详情”页面 提供组的详细视图。

“组”页面 提供所有组的可搜索列表，其中包含指向各个组详细信
息的链接。

我的详情：查看您自己的详细信息。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我的详细信息页 提供用户自己的员工详细信息的详细、只读视图。

用户：查看用户详细信息。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员工通知 当新队友加入时，所有订阅者都会收到通知。

用户详细信息页 提供员工的详细视图，其中包含用于更新或删除用户的
按钮。

“用户”页 提供所有员工的可搜索列表，其中包含指向个人用户详
细信息的链接。

旧版 Google Directory集成

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 Google Directory集成并查看上述先决条件，您必须具备以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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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 ID
• 客户端密钥
• 域
• 有效的 Google Directory帐户和密码

添加旧版 Google Directory集成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此时将打开 “管理集成”页面。

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选择 Google Directory磁贴。

4. 输入作为先决条件收集的集成的名称。

5. 输入连接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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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客户端密钥。
• 输入域。
• 如果要缓存用户的照片，请选择 “下载用户的照片”单选按钮。

6. 选择使用您的 Google Directory帐户登录以启用 OAuth授权。Google登录页面将在新标签页中打开。系
统会提示您输入帐户名、确认访问权限并输入密码。

7.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Google Directory连接器规范。

旧版 Google Directory微应用

我们的 Google Directory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目录管理员：添加新用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用户”页 提供用于添加包含详细信息的新用户的表单。

目录详细信息：查看团队成员的详细信息，包括新员工和职位变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员工通知 当新队友加入时，所有订阅者都会收到通知。

职位变更通知 当员工的头衔发生变化时，所有订阅者都会收到通知。

“所有用户”页 提供所有员工的列表以及指向详细信息的链接。

用户详细信息页 提供员工的详细视图。

集成 Google Meet

December 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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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Google Meet集成以安排 Google Meet会议并列出来自任何设备或内联网的录制内容。此集成解决了两个用例：

• 使用 Create Meeting微应用，用户可以主持一次/定期会议、添加被邀请者以及选择不同的时区。还会向所有
受邀者发送一封后续电子邮件，其中包含相应的会议对象，以便轻松集成日历

• 使用会议录制微应用，用户可以查看他们有权访问的所有会议录制文件。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有关适用于 Google Meet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Google Meet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管理员是组织的 Google Meet集成设置的一部分。此 Google Meet管理员帐户必须具有用户信息
的完全读取权限。在与 Google Meet设置此集成后，您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 URL：https://www.googleapis.com/
• 令牌 URL：https://oauth2.googleapis.com/token
• 授权URL：https://accounts.google.com/o/oauth2/v2/auth?access_type=offline
&prompt=consent

• CLIENT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SECRET：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高安全性合规性。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GoogleMeet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入
凭据。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gateway‑
service/。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Google Meet实例，因此我们建议您创建一个专用的用户帐号。此账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

• 服务帐户所需的权限：完全管理员权限

• 服务帐号所需的范围：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events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admin.directory.user

可以对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 谷歌 API限制表单链接：https://developers.google.com/calendar/pricing
• 推荐计划：Google Workspace企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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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帐号

在这里登录：https://workspace.google.co.in/intl/en_in/pricing.html

启用 API

默认情况下，Google Meet API可以通过网络服务访问付费帐户。

配置OAuth

1. 使用服务帐号登录以：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 API和服务。

3. 从导航菜单的项目列表中选择相应的项目。

4. 选择启用 API和服务，然后从 G‑Suite启用所有必需的 API。推荐的 API：Google日历 API和管理 SDK。

5. 返回 API和服务页面，然后在左侧屏幕上选择OAuth同意屏幕。

6. 根据您的要求选择用户类型（我们建议：内部），然后选择创建。

7. 填写必填字段，包括服务帐户所需的范围，然后保存详细信息。这些是必需的范围：

•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
•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events
• 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admin.directory.user

配置回调URL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Google Meet集成读取数据。

1. 使用服务帐号登录以：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 API和服务。

3. 从导航菜单的项目列表中选择相应的项目。

4. 在左侧屏幕上选择凭据。

5. 选择创建凭据，然后从列表中选择OAuth客户端 ID。

6. 从应用程序类型列表中选择Web应用程序，然后输入名称。

7. 在授权的重定向 URI下选择添加URI。

8. 在UR I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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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 Create（创建）。

10.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身份验证。

配置回调URL客户端

配置 OAuth客户端以通过 Google Meet集成写回数据。

1. 使用服务帐号登录以：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

2.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 API和服务。

3. 从导航菜单的项目列表中选择相应的项目。

4. 在左侧屏幕上选择凭据。

5. 选择创建凭据，然后从列表中选择OAuth客户端 ID。

6. 从应用程序类型列表中选择Web应用程序，然后输入名称。

7. 在授权的重定向 URI下选择添加URI。

8. 在UR I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
callback

9. 选择 Create（创建）。

10.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Google Meet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
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Google Meet磁贴。

3. 输入集成的名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www.googleapis.com/。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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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c) 授 权 URL 是 预 先 填 写 的：https://accounts.google.com/o/oauth2/v2/auth?

access_type=offline&prompt=consent
d)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oauth2.googleapis.com/token
e) 确保为 Scope 输入以下内容：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 https:

//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eventshttps://www.googleapis.com
/auth/admin.directory.user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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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d) 授 权 URL 是 预 先 填 写 的：https://accounts.google.com/o/oauth2/v2/auth?

access_type=offline&prompt=consent
e)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oauth2.googleapis.com/token
f) 确保为 Scope 输入以下内容：https://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 https:

//www.googleapis.com/auth/calendar.events
g)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h)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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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启用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在请求数中输入 100，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分钟。

7.（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8. 选择保存以继续。

9.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出现一个带有 Google登录屏幕的弹出窗口。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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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注意：

Citrix Google Meet集成使用 “操作后数据更新”通过 “会议录制文件”服务操作中的 “刷新列表”按钮为登录
用户提取最新数据。我们建议按原样使用这种方法。每两 (2)个月手动使用一次完全同步，为用户保留最佳数据
量。此外，该集成不支持增量同步，仅依赖于操作后的数据更新来提取最新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Google Meet连接器规范。

使用 Google Meet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创建会议：根据用户偏好安排会议。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会议”页 提供安排会议的表单，其中包含会议标题、开始和结束
时间、时区、周期（一次、每天、每周、每月）、密码和
会议与会者等详细信息。

会议录制文件：查看可供用户使用的所有会议录制文件的列表并观看录制的视频。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录音”页 提供可供用户使用的会议录制文件的列表和用于刷新列
表的 “刷新列表”按钮。通过单击列表中的可用录制文件
来查看录制详细信息。

录音详细信息页面 会议录制文件的详细页面和用于观看录制视频的播放录
制文件选项。点击按钮观看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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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GoToMeeting

December 1, 2021

部署 GotoMeeting集成，从任何设备或内部网安排 GotoMeetings。使用 GotoMeeting中的 “创建会议”微应用，
任何用户都可以举办一次性会议。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有关开箱即用的 GotoMeeting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 GoToMeeting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管理员是组织的 GoToMeeting集成设置的一部分。此 GotoMeeting管理员帐户必须具有用户信
息的完全读取权限。

与 GoToMeeting设置此集成后，您将需要这些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特别是以下用于
设置 OAuth集成的参数列表：

• 基本URL：https://api.getgo.com/
• 授权URL：https://api.getgo.com/oauth/v2/authorize
• 令牌URL：https://api.getgo.com/oauth/v2/token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Secret：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 帐户 ID：此值将替换所有组织者端点中的 your_accountId参数。请参阅收集帐户 ID。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GoToMeeting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
入凭据。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GoToMeeting 实例，因此我们建议您创建一个专用用户帐户。您可以使用 https://goto‑
developer.logmeininc.com/admin/#section/Overview/Users‑Roles‑Licenses‑and‑Groups查看权限/特
权。

• 服务帐户所需的权限：完全管理员权限

可以对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 GoTto 会议 API 限制表单链接：https://goto‑developer.logmeininc.com/guides/FAQ/Ref‑Rate‑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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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API

默认情况下，GoTto Meeting API是通过Web服务为付费帐户启用的。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帐号

在这里注册: https://developer.goto.com/. 有关新服务帐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s://support.goto.com/
meeting/new‑gotomeeting‑guide。

配置OAuth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GoTOMeeting集成读取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到 https://developer.goto.com/GoToMeetingV1。

2. 在顶部导航栏中选择OAuth客户端。

3. 选择创建新客户端。

4. 填写详细信息，然后在重定向 URL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5. 在 “范围”部分下，选中 “范围”复选框。

6. 选择保存。

7.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身份验证。

配置OAuth客户端

配置 OAuth客户端以通过 GoTOMeeting集成写回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 https://developer.goto.com/GoToMeetingV1，如上所述。

2. 在顶部导航栏中选择OAuth客户端。

3. 选择创建新客户端。

4. 填写详细信息，然后在重定向 URL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
callback

5. 在 “范围”部分下，选中 “范围”复选框。

6. 选择保存。

7.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56

https://developer.goto.com/
https://support.goto.com/meeting/new-gotomeeting-guide
https://support.goto.com/meeting/new-gotomeeting-guide
https://developer.goto.com/GoToMeetingV1
https://developer.goto.com/GoToMeetingV1


微应用

收集帐户 ID

收集帐户 ID，然后使用此值替换所有组织者端点中的 your_accountId参数。

1. 使用管理员凭据登录 https://admin.logmeininc.com/portal/
2. 看看主页上的 URL。使用此模型可以找到帐户 ID：https://admin.logmeininc.com/portal/##

accounts/<accountID>/users?filterType=usertype
3. 复制并保存帐户 ID以便在设置过程中使用。请参阅替换数据加载值。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GotoMeeting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
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
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GoToMeeting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api.getgo.com/。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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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授权URL已预先填充：https://api.getgo.com/oauth/v2/token。
d)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api.getgo.com/oauth/v2/authorize。
e)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f)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题。
d) 授权URL已预先填充：https://api.getgo.com/oauth/v2/token。
e)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api.getgo.com/oauth/v2/authorize。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58



微应用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7. 启用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在请求数中输入 100，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分钟。

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9. 选择保存以继续。

10.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此时将显示带有Webex登录屏幕的弹出窗口。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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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择接受。

替换数据加载值

替换所有组织者端点中的 your_accountId参数。使用您在收集帐户 ID中收集的帐户 ID值。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 GotoMeeting集成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将打开 “数据加载”屏幕。如果您
在配置屏幕中，请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加载。

2. 选择所有组织者端点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或选择端点的名称：所有组织者。

3. 在 “编辑数据端点”屏幕中，查找屏幕截图中所示的值。将此值替换为您之前收集的帐户 ID。

4. 选择屏幕底部的应用并确认。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GoToMeeting HTTP连接器规范。

使用 GoToMeeting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创建会议：根据用户偏好安排会议。用户可以选择日期、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密码和共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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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会议”页 提供根据用户首选项安排会议的表单，其中包含以下详
细信息：会议主题、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密码以及会
议的联合组织者。

新会议页面 成功安排会议后，提供成功消息以及查看会议详细信息
的选项（使用 “查看详细信息”按钮）。

“会议详情”页 提供有关用户安排的会议的详细信息。

集成 Ivanti

December 1, 2021

部署 Ivanti集成以通过 Citrix Workspace提交和监控事件、服务请求并采取措施。它还为更高级别的座席提供了微
应用程序，能够查看事件。此集成使用代表用户执行事件操作的委派模型创建请求。服务请求通过与 Ivanti的深度链接
实现，并允许用户创建自己的请求。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查看必备项

必须创建具有全局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帐户，其姓氏为 tenant，名字定义为 Ivanti实施的。TenantID请参阅创建服
务帐号。

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您需要以下工件：

• 基本URL：https://{ TenantID } .trysaasit.com/api/odata/businessobject/
• tenAntiD:找到你 TenantID使用这个模型的人: https://{ TenantID } .trysaasit.com.
• 令牌：令牌允许 API访问。请参阅收集访问令牌。

创建用户账户

此帐户必须使用以下方式创建：

1. 在字 TenantID 段中输入 Ivanti 实施的：名字。找到你 TenantID 正在使用这个模型：https://{
TenantID } .trysaasit.com

2. 在字段中输入字符串 tenant：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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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访问令牌

按照此过程获取访问令牌。此访问令牌在其生命周期内有效，或直到请求新的访问令牌为止。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Ivanti实例时，选择屏幕右上角的设置图标（扳手）。
2.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安全控制，然后选择 API密钥。
3. 选择 “添加密钥组。
4. 输入组的名称和描述，然后选择保存密钥组。让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团队wSi Citrix。
5. 选择新创建的wSi Citrix密钥组，然后选择添加 API密钥。
6. 将 “代表”设置为 “管理员角色”。将 “角色”设置为管理员。选择保存密钥。
7. 在设置此集成时，复制要用作令牌的密钥。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Ivanti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
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将提供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其中包含预先配置的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Ivanti瓷砖。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 API密钥，然后在值字段中输入收集的令牌值。API密钥可确保
您的集成符合最高的安全合规性。

6. 将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保留为禁用状态。

7.（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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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保存以继续。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
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Ivanti连接器规范。

使用 Ivanti微应用

我们的 Ivanti集成模板随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座席事件：由座席自助管理事件。订阅者必须有代理访问 Ivanti的权限，否则解决方案将失败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事件状态更改通知 当事件的状态发生变化时，所有者会收到一条通知，其
中包含事件详细信息的链接。

新事件通知 创建新事件时，所有者会收到一条通知，其中包含事件
详细信息的链接。

解决方案目标违反通知 当事件违反解决目标时，所有者会收到一条通知，其中
包含事件详细信息的链接。

响应目标违规通知 当事件违反响应目标时，所有者会收到一条通知，其中
包含事件详细信息的链接。

事件详情页面 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并提供添加备注和解决事件的选
项。

“我的事件”页 提供分配给用户的事件列表以及指向事件详细信息的链
接。

从服务目录创建：使用指向 Ivanti自助服务模块的深层链接，根据微应用的标题创建服务请求。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服务请求”页 提供一个表单，用于使用服务目录中的可搜索服务列表
创建新的服务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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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事件：报告 Ivanti中的新事件。这是一个快速创建，可以在没有所有者的情况下提交。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事件”页 提供用于创建事件的表单。

我的事件：自助服务处理我的事件。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我的事件违反了解决目标通知 当用户的事件违反解决目标时，他们会收到一条通知，
其中包含事件详细信息的链接。

我的事件违反了响应目标通知 当用户的事件违反响应目标时，他们会收到一条通知，
其中包含事件详细信息的链接。

我的事件状态已更改通知 当用户的事件状态发生变化时，他们会收到一条通知，
其中包含事件详细信息的链接。

我的新事件通知 为用户记录新事件时，他们会收到一条通知，其中包含
事件详细信息的链接。

事件详情页面 使用 “解决事件”选项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我的活动事件页面 提供分配给用户的事件列表以及指向事件详细信息的链
接。

我的服务请求：查看包含深层链接的现有服务请求，以查看与请求关联的动态模板。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服务请求通知 提交新的服务请求时，用户会收到一条通知，其中包含
指向服务请求详细信息的链接。

服务请求状态更改通知 当服务请求的状态发生变化时，所有者会收到一条通知，
其中包含指向服务请求详细信息的链接。

“我的服务请求”页 提供分配给用户的服务请求列表，其中包含事件详细信
息的链接。

服务请求详情页 查看服务请求的详细信息，并提供添加备注和打开服务
请求的选项。

快速服务请求：快速创建常见服务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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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快速服务请求列表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常见服务请求的表单，例如请求设备、请
求计算机、重置密码和请求访问权限。

集成 Jira

December 5, 2022

与 Jira集成以跟踪问题并获取有关任何设备、Intranet或Messenger上任务的自动更新。使用以下过程启用与 Jira
的集成。完成此过程后，您现有的审核日志记录级别将保留，包括使用 Citrix Microapps执行的任何操作。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Jira集成模板供您使用。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较新的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
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有关每个集成中可用的微应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Jira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要通过此集成使用的所有用户帐户必须在帐户设置设置为 “任何人”中对其电子邮件具有可见性。这意味着服务帐户以及
用户通过OAuth登录到 Citrix Workspace的帐户。导航到 https://id.atlassian.com/manage‑profile/profile‑
and‑visibility，必要时登录，在 “联系人”部分中，然后在电子邮件帐户旁边的 “谁可以看到此内容？”下选择任何
人。菜单。

注意：

Jira不再支持 IE浏览器 11。使用 Internet Explore 11配置此微应用将导致错误。切换到其他浏览器（Chrome、
Edge等）以正确配置。

在 Jira中准备此集成后，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URL：templatebaseurl{ cloud-id }替换为您的云 ID。如果您需要查找自己的 cloud ID，请
以 JIRA实例的管理员身份登录并查看 URL。

• 授权URL：这是预定义的。这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
• 令牌URL：这是预定义的。这是访问授权令牌的 URL。
• 史诗般的名字‑自定义菲尔德：这可以在 Jira管理员门户中找到。请参阅替换维修操作变量。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 用户名：这是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
• 密码：这是您的服务帐户密码。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65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jira.html#use-jira-microapps
https://id.atlassian.com/manage-profile/profile-and-visibility
https://id.atlassian.com/manage-profile/profile-and-visibility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jira.html#replace-service-action-variables


微应用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在开始集成过程之前，必须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具有浏览项目访问权限的专用用户帐户，可以访问您要管理的 Jira项目。

有关管理用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s://www.atlassian.com/software/jira/guides#ManagingUsers‑
Addingusers。

有关如何将用户添加到 Jira项目的权限方案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项目权限。

•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Jira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入凭
据。按照 Jira单点登录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启用OAuth 2.0 (3LO)

在实施 OAuth 2.0 (3LO)之前，您需要在 Jira应用管理中为您的应用启用它。

1. 导航到应用程序管理。
2. 通过选择创建新应用程序来创建新应用程序，输入名称，同意条款，然后选择创建。
3. 复制客户端 ID和密钥供以后使用
4. 在侧面导航的 API和功能部分中，单击 +添加
5. 在 API和功能页面的功能部分中，找到OAuth 2.0 (3LO)，然后依次选择添加和配置。
6. 输入回调URL。将此URL设置为应用程序可访问的任何URL。当您在应用中实现OAuth 2.0 (3LO)时（请参
阅下一节），redirect_uri必须与此 URL匹配。

7. 单击保存更改。

你的屏幕看起来像这样：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66

https://www.atlassian.com/software/jira/guides#ManagingUsers-Addingusers
https://www.atlassian.com/software/jira/guides#ManagingUsers-Addingusers
https://confluence.atlassian.com/adminjiraserver073/managing-project-permissions-861253293.html?_ga=2.218384665.106677933.1503490645-1207654799.1463579366#ManagingProjectPermissions-adding_to_permissionAddingUsers,GroupsorRolestoaPermissionScheme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gateway-service/saas-apps-templates/citrix-gateway-jira-saas.html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gateway-service/
https://developer.atlassian.com/apps/?utm_source=%2Fapps&utm_medium=302


微应用

创建 API令牌

脚本或其他进程可以使用 API令牌对 Jira Cloud应用程序或 Confluence Cloud执行基本身份验证。如果您使用的
Atlassian帐户已启用两步验证，则必须使用 API令牌。

1. 登录 Atlassian帐户后，转到 API令牌。
2. 选择创建 API令牌，然后在标签字段中输入令牌的名称。
3. 复制到剪贴板并保存以备后用。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时，必须输入 API令牌作为密码。

添加 Jira平台 REST API

如果您尚未添加 Jira平台 REST API，请立即执行此操作。

1. 在侧面导航的 “ API和功能”部分中，单击 +添加。
2. 在 API和功能页面的 API部分中，找到OAuth 2.0 (3LO)，然后依次选择添加和配置。
3. 为你的应用添加所需的范围。

添加回调URL

向实例配置添加自定义 URL，以授予对私有数据的访问权限并启用经 OAuth身份验证的用户操作。要查找微应用服务
器 URL，请登录 Citrix Cloud，然后选择微应用磁贴。在 URL栏中，复制 URL的第一部分。这是你的微应用服务器
URL。{ yourmicroappserverurl }部分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 tenantID
} .{ region(us/eu/ap-s)} .iws.cloud.com。

对于HTTP Jira集成，必须添加两个不同的回调 URL。但是，Jira应用程序只能有一个回调 URL。这意味着你需要注
册两个应用程序；一个用于用户操作，另一个用于同步。它们必须有不同的回调 URL。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注意：

添加 Jira集成时，请注意回调 URL。服务身份验证和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具有不同的回调 URL。客户端 ID和密钥
必须适合于服务身份验证或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回调 URL。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 Jira HTTP集成。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
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这种较新的 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
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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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默认情况下，此集成会在六 (6)个月的时间段内同步数据。我们建议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机票的通常年龄修改此
值。筛选器基于上次更新，而不是创建的。要更改此设置，您必须修改数据加载端点中的 timeToSync变量。请
参阅替换数据加载变量。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集成下的 Jira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 基本 URL ，或者直接将示例 { cloud-id } 中的内容替换为您的云 ID。如果您需要查
找自己的 cloud ID，请以 JIRA实例的管理员身份登录并查看 URL。这个 cloud‑ID是一个通用唯一
标识符 (UUID)，它是一个 8‑4‑4‑4‑12位的十六进制数字，是 URL的一部分。或者，您可以使用管理
员凭据进行身份验证，然后向发送 GET请求 https://api.atlassian.com/oauth/token/
accessible-resources。云 ID是响应的一部分。

• 从图标库中选择一个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的 Jira图标。
• 如果要创建本地连接，请启用本地实例切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地实例。由于 Jira Cloud API v2
和 Jira Server API v2之间存在差异，您还必须手动更新集成的某些部分。联系支持。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
获取，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
注册应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服务身份验证和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具有不同的回调 URL。

b) 在授权类型值字段中输入 authorization_code。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d)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 URL编码表单。
e) 您的授权 URL是预定义的。这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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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您的令牌 URL是预定义的。这是访问授权令牌的 URL。
g) 确保为作用域输入以下内容。此字符串由授权服务器在设置目标集成应用程序时定义。要同步其他实体，必
须在此处添加范围。使用以下内容，用空格分隔：read:jira-user read:jira-work manage
:jira-project manage:jira-configuration write:jira-work manage:jira
-data-provider offline_access。

h)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通过在 Jira账户
中注册OAuth客户端来收集此信息和秘密信息。客户端 ID和 Secret必须是适合服务身份验证回调URL
的 ID和 Secret。

i)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j) 输入您的标题前缀。（可选）如果您的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6. 在 “维修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 “在操作中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 “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验证”身
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
获取，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
注册应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服务身份验证和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具有不同的回调 URL。

c) 在授权类型值字段中输入 authorization_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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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e)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 URL编码表单。
f) 您的授权 URL是预定义的。这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
g) 您的令牌 URL是预定义的。这是访问授权令牌的 URL。
h) 确保为作用域输入以下内容。此字符串由授权服务器在设置目标集成应用程序时定义。要同步其他实体，必
须在此处添加范围。使用以下内容，用空格分隔：read:jira-user read:jira-work manage
:jira-project manage:jira-configuration write:jira-work manage:jira
-data-provider offline_access。

i)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通过在 Jira账
户中注册 OAuth客户端来收集此信息和秘密信息。客户端 ID和密钥必须适合于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回调
URL。

j)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k) 输入您的标题前缀。（可选）如果您的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l) 如果您选择了OAuth 2.0身份验证方法，则可以选择 +添加参数以包含访问令牌参数。如有必要，访问
令牌参数可根据目标应用程序授权服务器的要求定义访问令牌参数。

7.（可选）如果要为此集成激活速率限制，请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并设置每个时间间隔的请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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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9. 默认情况下，请求超时字段设置为 120。

10. 选择保存以继续。

11.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此时将显示带有Webex登录屏幕的弹出窗口。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继续执行以下步骤以完成设置过程。

替换维修操作变量

要启用创建 Epic页面功能，您必须手动修改 “创建 Epic ”和 “创建 Epicwo受让人”服务操作。将 EpicFieldId
模板变量的 { Epic-Name-customFieldId }值替换为存储 Epic Name的自定义字段的 ID。

1. 在 Jira管理员门户中，导航到问题。从左侧菜单中选择自定义字段。找到条目 Epic Name，然后选择屏幕另
一侧的菜单。选择查看字段信息。

2. 复制并保存 URL末尾的数值。

3. 返回微应用中，选择 Jira集成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维修操作。

4. 选择其中一个维修操作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或者选择该维修操作的名称。让我们从创建 Epic服务操作
开始。

5. 在 “编辑服务操作” 屏幕中，在 “ 模板变量” 下，将 EpicFieldId 模板变量的 { Epic-Name-
customFieldId }值替换为您之前在 Jira中收集的自定义字段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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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保存以完成操作。

7. 现在对其他维修操作重复此步骤：创建 Epic wo受让人。

替换数据加载变量

默认情况下，此集成会在六 (6)个月的时间段内同步数据。我们建议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机票的通常年龄修改此值。筛
选器基于上次更新，而不是创建的。要更改此设置，您必须在问题数据加载端点中修改 timeToSync变量。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 Jira集成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将打开 “数据加载”屏幕。如果您在配置屏
幕中，请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加载。

2. 选择问题端点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或者选择终端节点的名称：问题。

3. 在 “编辑数据端点”屏幕中，在 “模板变量”下，将 timeToSync变量的值替换为所需的值。

4. 选择屏幕底部的应用并确认。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Jira HTTP连接器规范。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72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ynchronize-data.html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ynchronize-data.html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downloads/jira-http-connector-specifications.html


微应用

使用 Jira微应用

我们的 Jira HTTP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创建史诗：创建包含详细信息的新 Jira Epic。

注意：

要启用创建 Epic页面功能，您必须修改创建 Epic和创建 Epic wo受让人服务操作。请参阅替换维修操作变
量。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 Epic页面 提供用于创建新 Jira Epic的表单，包括输入史诗名称、
选择问题类型、项目和可选的受让人，以及用于添加说
明的字段。

“项目”页 提供可搜索的表单，用于选择要向其分配新 Epic的项
目。

创建票证：创建包含详细信息的新 Jira票证。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票证”页 提供用于创建新 Jira票证的表单，包括选择问题类型、
项目和可选的工作负责人，以及用于添加说明的字段。

“项目”页 提供一个可搜索的表单，用于选择要向其分配新票证的
项目。

票证：查看票证、添加评论、创建子任务以及更改状态和受让人。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评论已编辑（已分配票证）通知 在分配给用户的现有票证上编辑评论时，他们会在
Workspace中收到有关已编辑评论的通知。

评论已编辑（报告的 TT）通知 在用户报告的现有票证上编辑评论时，他们会在
Workspace中收到有关已编辑评论的通知。

新评论（已分配票证）通知 将新评论添加到分配给用户的现有票证时，他们会收到
通知。

新评论（报告的 TT）通知 当用户报告的现有票证中添加新评论时，他们会收到通
知。

已分配给您的 TT（更改）通知 将现有票证分配给用户后，他们会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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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你的 TT（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票证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票证受让人变更（已报告）通知 重新分配票证后，票证的报告人会收到通知。

票证状态更改（已分配票证）通知 当票证的状态发生更改时，票证的受让人会收到通知。

TT状态更改（已报告）通知 当票证的状态发生更改时，票证的报告者会收到通知。

评论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评论的只读视图。

“创建子任务”页 提供用于为 Jira票证创建子任务的表单。

票证详情页面 提供 Jira票证的详细视图，其中包含用于直接从页面添
加评论以及修改状态、优先级和受让人的字段。

门票页面 允许用户使用搜索字段、项目选择器和状态选择器搜索
Jira票证，以便在 “全部”、“我的”、“已分配”、“已报
告”、“正在观看”和 “已评论”票证之间快

添加旧版 Jira集成

除了上述步骤外，还要按照以下说明设置旧版集成。

必备条件

对于旧版集成，您需要这些值。

• URL
• 用户名
• 密码‑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时，必须输入 API令牌作为密码
• 身份验证方法（凭据或 OAuth2）

对于 OAuth 2.0，你还需要：

• 客户端 ID
• 客户端密钥

设置检索问题的持续时间

对于旧版 Jira集成，请设置要在 Jira中检索问题的持续时间。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时，可以通过
应用负载筛选器来限制集成从 Jira检索的数据量。

1. 使用您的专用用户帐户和密码登录 J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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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使用的是现有帐户，则用户名不是该帐户的电子邮件地址。要查找帐户的用户名，请登录到您的
Jira实例，选择配置文件缩略图，然后选择配置文件。

2. 输入要检索的问题的天数。

默认值：90天。

添加 Jira Legacy集成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此时将打开 “管理集成”页面。

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选择要添加的 Jira磁贴。

4. 输入集成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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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作为先决条件收集的连接器参数。

• 输入你的URL。

• 输入您的服务验证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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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时，请输入您在上一步中收集的 API令牌作为密码。

6. 选择一种身份验证方法。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

• 凭证 ‑凭据使用客户端的凭据。
• Oauth 2.0 ‑输入您在先决条件过程中收集的OAuth客户端 ID和OAuth客户端密钥。

7. 选择要加载的已更改票证周数。

8.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Jira连接器规范。

旧版 Jira微应用

我们的 Jira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创建票证：创建包含详细信息的新 Jira票证。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票证”页 提供用于创建新 Jira票证的表单，包括选择问题类型、
项目和可选的工作负责人，以及用于添加说明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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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查看票证、添加评论、创建子任务以及更改状态和受让人。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评论已编辑（已分配票证）通知 在分配给用户的现有票证上编辑评论时，他们会在
Workspace中收到有关已编辑评论的通知。

评论已编辑（已报告）通知 在用户报告的现有票证上编辑评论时，他们会在
Workspace中收到有关已编辑评论的通知。

新评论（已分配票证）通知 将新评论添加到分配给用户的现有票证时，他们会收到
通知。

新评论（报告的 TT）通知 当用户报告的现有票证中添加新评论时，他们会收到通
知。

已分配给您的 TT（更改）通知 将现有票证分配给用户后，他们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 TT（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票证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票证受让人变更（已报告）通知 重新分配票证后，票证的报告人会收到通知。

票证状态更改（已分配票证）通知 当票证的状态发生更改时，票证的受让人会收到通知。

TT状态更改（已报告）通知 当票证的状态发生更改时，票证的报告者会收到通知。

添加评论页面 提供用于向 Jira票证添加评论的表单。

更改受让人页面 提供用于更改 Jira票证的受让人的表单。

“更改状态”页 提供用于更改 Jira票证状态的表单。

评论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评论的只读视图。

“创建子任务”页 提供用于为 Jira票证创建子任务的表单。

票证详情页面 提供 Jira票证的只读视图及详细信息。

门票页面 允许用户搜索分配给他们、由他们报告或他们已评论的
Jira票证。

集成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

December 1, 2021

部署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集成模板，以通过 Citrix Workspace随时随地访问 Kronos。通过此模板集成：

• 经理可以轻松查看和响应潜在的员工管理活动。
• 员工可以执行时间管理任务并提交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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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有关这些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Kronos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与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设置此集成后，您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URL：http://kronos-server.workspaceintelligent.com
• Kronos用户名：这是 Kronos超级用户的名字。
• Kronos密码：这是 Kronos超级用户密码。
• Kronos日期格式：输入 Kronos设置中可用的日期格式。请参阅在 Kronos中验证日期格式。

用户帐户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实例。我们建议创建一个专用的超级用户帐户。此超级用户帐户
必须具有完全的管理员权限和权限。

此超级用户帐户由 Kronos的管理员创建。有关 Kronos合作伙伴帐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www.kronos.
com/kronos‑partner‑network/become‑partner 和 https://www.kronos.com/2018/blogs/working‑
smarter‑cafe/2020‑ukg‑kronos‑community‑superusers‑announced。

API访问

默认情况下，Kronos Workforce Central API是通过网络服务为合作伙伴帐户启用的。这可能需要与供应商达成单
独协议，才能获得用于设置集成的 SUPER USER用户凭证。

未为此模板启用身份验证。Kronos不支持 O‑AUTH 2.0（也就是说，Kronos不支持用户回写）。使用我们的 Citrix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集成执行的每项维修操作（例如批准和拒绝）都将在 “超级用户”凭证用户身份验证下进
行注册。作为解决方法，我们在此集成中的自定义函数可以在评论会话中捕获批准者的姓名。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
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这些通知和操作随时可以在Workspace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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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输入 Kronos用户名的超级用户凭据。我们建议将其作为提供 SUPERUSER凭据。

6. 输入你的 Kronos密码。

7. 输入您的 Kronos日期格式。确保在 Kronos中也使用您选择的格式。请参阅在 Kronos中验证日期格式。

未启用服务身份验证和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8. 选择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在请求数中输入 320，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秒。

9. 默认情况下，请求超时设置为 120。

10.（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1. 选择保存以继续。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验证 Kronos中的日期格式

请按照以下步骤在 Kronos 中配置日期格式。我们的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 集成模板支持以下日期格式：
“YYYY/MM/MM/DD”、“MM/DD/YYYY”、“YYYYYY‑MM‑DD”、“MM‑DD‑YYYY”、“M/DD/YYYY”、“DD‑MM‑YYYY”。

添加集成时，请确保在 Kronos日期格式字段中也输入了此处的日期格式。

1. 使用您的超级用户帐户登录 Kronos UI。
2. 按照导航路径操作：设置 >系统配置 >系统设置 >区域设置
3. 从 Site.local.long_Date字段获取长日期的显示格式。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注意：

我们建议每天运行一次完全同步。

Kronos SoR不支持增量同步。通过使用脚本，我们实现了自定义同步功能来涵盖通知用例，以获得更好的用户
体验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Kronos连接器规格。

注意：

Kronos SoR不支持分页。因此，我们相应地限制了缓存。对于大多数用例，此模板集成仅将两个月的数据存储
到缓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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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间戳微应用最多可以将 2天的数据保存到缓存中。

使用 Kronos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的应计余额：即时查看不同日期的应计余额。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应计余额指数页 提供用户当前日期的应计余额视图。

累积余额页 使用 “查看应计”按钮提供用户在任何特定日期的应计
余额视图。

我的休假历史记录：允许用户查看当月可用休假数据的历史记录。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休假历史记录页面 提供用户当月休假请求和详细信息的个性化列表。

记录时间戳：记录他们的冲入和出点日期和时间。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记录时间戳”页 提供包含日期和时间的表单，用于记录打孔时间和记录
打孔时间。

请求休假：提交休假申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请求休假页面 提供申请休假和提交请求的表格。

带薪休假请求批准：接收有关所有休假请求的通知给经理，并将所有已批准或拒绝的休假请求的通知推送回原始请求者。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带薪休假批准通知 休假请求获得批准后，请求者会收到通知。

带薪休假拒绝通知 当休假请求被拒绝时，请求者会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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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带薪休假请求通知 当有新的休假请求时，审批主管会收到包含 “批准”和 “
拒绝”选项的通知。

带薪休假请求页面 向审批主管提供休假详细信息的请求以及批准和拒绝选
项。

时间日志：接收所有请求的工作时间的通知。批准或拒绝单个用户或一组用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批准请求通知 提交工作时间请求以供审批时，审批主管会收到包含 “
批准”和 “拒绝”选项的通知。

时间日志已批准通知 工作时间请求获得批准后，申请者会收到通知。

时间日志被拒绝通知 当工作时间请求被拒绝时，请求者会收到通知。

“时间日志请求”页 提供一个表单，供主管查看请求的工作时间详细信息以
及 “批准”和 “拒绝”选项。

集成Microsoft Dynamics CRM

December 1, 2021

与 Microsoft Dynamics CRM 集成，无需额外登录即可监控和管理潜在客户、机会和案例。使用以下过程启用
Microsoft Dynamics CRM集成。查看先决条件、注册新应用程序、获取密钥值和委派权限。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Microsoft Dynamics集成模板供你使用。我们建议在大多数用例中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
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微软动态模板是微软动态 HTTP集成的基础。有关每个集成中
可用的微应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Microsoft Dynamics微应用。

有关开箱即用的Microsoft Dynamics CRM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Microsoft Dynamics CRM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创建一个专用的 Office 365帐户来配置集成。完成此过程后，您现有的审核日志记录级别将保留，包括使用 Citrix
Microapps执行的任何操作。

在MS Dynamics CRM中设置此集成后，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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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登录 URL
• 应用程序（客户端）ID
• 秘密密钥值
• 有效的Microsoft Dynamics CRM帐户详细信

确保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如果托管Workspace的内部服务器位于防火墙后面，请允许使用端口 443访问主机名www.dynamics.com，
以便Workspace可以连接到MS Dynamics CRM云。

• 授权登录 URL（Citrix提供）。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MS Dynamics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
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入凭据。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 用于配置MS Dynamics CRM集成的专用 Office 365帐户。此专用帐户必须在MS Dynamics CRM（系统
管理员）中具有完整的数据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Dynamics 365中为客户互动应用程序创建用
户并分配安全角色。

注册你的应用程序和回调URL

注册您的新应用程序，添加回调 URL，然后收集应用程序 ID。

1. 登录到 https://portal.azure.com。

2. 选择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应用注册 > +新注册。

3. 输入要用于应用程序的名称，根据组织需求选择受支持的帐户类型。选择帮我选择…以获取有关此选项的指导。

4. 向实例配置添加自定义 URL，以授予对私有数据的访问权限并启用经 OAuth身份验证的用户操作。在重定向
URI（可选）下，选择Web，然后输入以下两个回调 URL和MS Dynamics实例的基本 URL。这与设置集
成时必须在微应用 UI中输入的 URL相同。列出的第一个回调不会改变。第二个回调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创
建集成时可以在 URL地址栏中找到。{yourmicroappserverurl}部分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
https://%7BtenantID%7D.%7Bregion(us/eu/ap‑s)%7D.iws.cloud.com：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
callback

• 您的基本 URL，即用于此集成的Web地址的一致部分。例如：https://app.{ yoursaasapp
} .com

5. 复制应用程序（客户端）ID以便在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时使用。还要复制应用程序 ID URI
，并在需要时存储以备以后使用。

启用委派权限

通过委派权限，可以向应用委派权限，以便在调用目标资源时充当登录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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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已注册的应用视图中，选择 API权限，然后 +添加权限。
2. 选择 D ynamics CRM磁贴，然后在应用程序需要什么类型的权限？中，选择 “委派权限”磁贴。
3. 具体来说，选中要添加的权限的复选框 user_impersonation，然后选择底部的添加权限。

生成一个私有密钥值

生成一个秘密字符串，应用程序在请求令牌时使用该字符串来证明其身份。

1. 选择证书和密码。选择 +新客户端密钥。
2. 输入客户端密钥的描述。
3. 在过期下，选择从不。选择添加。
4. 复制并保存已创建的客户端密钥值。离开此页面后，它不可见。

筛选查询

大多数Microsoft Dynamics CRM实体都支持筛选。该 $filter参数可以添加到任何端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Dynamics CRM查询Web API参考。

示例：

1 Only active appointments:
2 //api/data/v9.0/appointments$filter(statecode eq 0 or statecode eq 3)
3
4 Only incidents from last 1 month:
5 //api/data/v9.0/incidents$filter Microsoft.Dynamics.CRM.LastXMonths(

PropertyName='modifiedon',PropertyValue=1)

将微软动态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Microsoft Dynamics HTTP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
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微软动态 HTTP集成。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对于大
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这种较新的 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微软动态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这是MS Dynamics环境的域，也是用于此集成的Web地址的一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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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的MS Dynamics图标。
• 如果要创建本地连接，请启用本地实例切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地实例。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和授权类型授权码。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
置的微应用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c) 授权URL是预先填写的。输入您的授权 URL，或者只是保留公开提供的 URL。
d) 令牌 URL已预填。输入您的令牌 URL或保留公开提供的 URL。
e)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f)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g)（可选）如果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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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OAuth 2.0时，选择添加参数以包含访问令牌参数。在 “名称”和 { yourmsdynamicscrmurl } “
值”中输入资源。目标应用程序授权服务器需要此参数。

7.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d) 授权URL是预先填写的。
e) 令牌 URL已预填。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h)（可选）如果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8. 再次选择添加参数以包含访问令牌参数。在 “名称”和 { yourmsdynamicscrmurl } “值”中输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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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应用程序授权服务器需要此参数。

9.（可选）如果要为此集成激活速率限制，请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并设置每个时间间隔的请求数。

10. 将请求超时值保留为默认值。

11.（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2. 选择保存以继续。

13.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出现一个弹出窗口，其中包含Workday登录屏幕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
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
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
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MS Dynamics连接器规范。

使用MS Dynamics CRM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们的Microsoft Dynamics CRM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

帐户：搜索、查看和编辑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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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账户（现有）通知 账户所有者更改后，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您的账户（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帐户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账户”页 提供用于更新帐户详细信息的表单。

我的帐户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的用户帐户的表格视图以及指向详细
信息的链接。

约会：搜索、查看和编辑约会。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预约（现有）通知 当约会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预约（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约会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预约详情页面 提供约会的详细信息。

案例详情页面 提供案例的详细信息。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预约页面 提供用于更新约会详细信息的表单。

潜在客户详情页 提供潜在客户的详细信息。

我的开放预约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的用户约会的表格视图以及指向详细
信息的链接。

机会详情页面 提供机会的详细信息。

案例：搜索、查看和编辑案例。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你的问题（现有）通知 当案例的所有者发生变化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问题（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案例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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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案例详情页面 提供案例的详细信息。

案例解决页面 提供用于解决案例的表单。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案例页面 提供用于更新案例详细信息的表单。

我的未结案例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和详细信息链接的用户未结案例的表
格视图。

联系人：搜索、查看和编辑联系人。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联系人（现有）通知 当联系人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联系人（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联系人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联系人页面 提供用于更新联系人详细信息的表单。

我的联系人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的用户联系人的表格视图以及指向详
细信息的链接。

创建账户：创建一个账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账户”页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帐户的页面。

创建约会：创建约会。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预约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约会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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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案例：创建案例。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案例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问题的页面。

创建联系人：创建联系人。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联系人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联系人的页面。

创建潜在客户：创建潜在客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潜在客户页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潜在客户的页面。

创造机会：创造机会。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机会”页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机会的页面。

创建电话：创建电话。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电话”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电话呼叫的页面。

创建任务：创建任务。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任务”页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任务的页面。

销售线索：搜索、查看和编辑潜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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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潜在客户（现有）通知 当潜在客户的所有者发生变化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潜在客户（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潜在客户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编辑潜在客户页 提供用于更新潜在客户详细信息的表单。

潜在客户详情页 提供潜在客户的详细信息。

我的开放线索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和详细信息链接的用户未结潜在客户
的表格视图。

机会：搜索、查看和编辑机会。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机会（现有）通知 当商机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您的机会（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机会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作为丢失页面关闭 提供一个表单，用于将机会关闭为丢失的详细信息。

关闭为Won页 提供一个关闭赢得的机会的表单，其中包含详细信息。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机会页面 提供用于更新机会详细信息的表单。

我的开放机会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和详细信息链接的用户开放商机的表
格视图。

机会详情页面 提供机会的详细信息。

电话：搜索、查看和编辑电话。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电话（现有）通知 更改电话的所有者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电话（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电话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案例详情页面 提供案例的详细信息。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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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编辑电话”页 提供用于更新电话详细信息的表单。

“我的打开电话呼叫”页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和详细信息链接的用户电话呼叫的表
格视图。

机会详情页面 提供机会的详细信息。

“电话详情”页面 提供电话的详细信息。

任务：搜索、查看和编辑任务。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任务（现有）通知 当任务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您的任务（新建）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任务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案例详情页面 提供案例的详细信息。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任务”页 提供用于更新任务详细信息的表单。

潜在客户详情页 提供潜在客户的详细信息。

我的未完成任务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和详细信息链接的用户未完成任务的
表格视图。

机会详情页面 提供机会的详细信息。

“任务详情”页 提供任务的详细信息。

添加旧版集成

按照以下说明设置旧版集成。

将旧版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Microsoft Dynamics CRM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
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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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打开 “管理集成”页面。

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选择要添加的Microsoft Dynamics CRM磁贴。

4. 输入集成的名称。

5. 输入在前面的过程中收集的连接器参数。

• 输入你的URL。
• 输入您的应用程序 ID和密钥。
• 如果在微应用操作中需要OAuth，请切换在操作中使用用户 OAuth授权。
• 选择使用您的MSDynamics CRM帐户登录以启用OAuth授权。登录页面将在新选项卡中打开。系统
会提示您输入帐户名、确认访问权限并输入密码。

6.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Microsoft Dynamics连接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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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Microsoft Dynamics CRM传统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们的MS Dynamics CRM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帐户：搜索、查看和编辑帐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账户（现有）通知 账户所有者更改后，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您的账户（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帐户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账户”页 提供用于更新帐户详细信息的表单。

我的帐户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的用户帐户的表格视图以及指向详细
信息的链接。

约会：搜索、查看和编辑约会。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预约（现有）通知 当约会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预约（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约会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预约详情页面 提供约会的详细信息。

案例详情页面 提供案例的详细信息。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预约页面 提供用于更新约会详细信息的表单。

潜在客户详情页 提供潜在客户的详细信息。

我的开放预约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的用户约会的表格视图以及指向详细
信息的链接。

机会详情页面 提供机会的详细信息。

案例：搜索、查看和编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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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你的问题（现有）通知 当案例的所有者发生变化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问题（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案例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案例详情页面 提供案例的详细信息。

案例解决页面 提供用于解决案例的表单。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案例页面 提供用于更新案例详细信息的表单。

我的未结案例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和详细信息链接的用户未结案例的表
格视图。

联系人：搜索、查看和编辑联系人。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联系人（现有）通知 当联系人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联系人（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联系人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联系人页面 提供用于更新联系人详细信息的表单。

我的联系人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的用户联系人的表格视图以及指向详
细信息的链接。

创建账户：创建一个账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账户”页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帐户的页面。

创建约会：创建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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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预约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约会的页面。

创建案例：创建案例。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案例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问题的页面。

创建联系人：创建联系人。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联系人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联系人的页面。

创建潜在客户：创建潜在客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潜在客户页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潜在客户的页面。

创造机会：创造机会。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机会”页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机会的页面。

创建电话：创建电话。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电话”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电话呼叫的页面。

创建任务：创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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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任务”页 提供用于提交包含详细信息的新任务的页面。

销售线索：搜索、查看和编辑潜在客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潜在客户（现有）通知 当潜在客户的所有者发生变化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潜在客户（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潜在客户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编辑潜在客户页 提供用于更新潜在客户详细信息的表单。

潜在客户详情页 提供潜在客户的详细信息。

我的开放线索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和详细信息链接的用户未结潜在客户
的表格视图。

机会：搜索、查看和编辑机会。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机会（现有）通知 当商机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您的机会（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机会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作为丢失页面关闭 提供一个表单，用于将机会关闭为丢失的详细信息。

关闭为Won页 提供一个关闭赢得的机会的表单，其中包含详细信息。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机会页面 提供用于更新机会详细信息的表单。

我的开放机会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和详细信息链接的用户开放商机的表
格视图。

机会详情页面 提供机会的详细信息。

电话：搜索、查看和编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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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电话（现有）通知 更改电话的所有者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电话（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电话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案例详情页面 提供案例的详细信息。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电话”页 提供用于更新电话详细信息的表单。

“我的打开电话呼叫”页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和详细信息链接的用户电话呼叫的表
格视图。

机会详情页面 提供机会的详细信息。

“电话详情”页面 提供电话的详细信息。

任务：搜索、查看和编辑任务。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任务（现有）通知 当任务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您的任务（新建）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任务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列出了联系人的帐户的详细信息以及联系人详细信
息的链接。

案例详情页面 提供案例的详细信息。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编辑任务”页 提供用于更新任务详细信息的表单。

潜在客户详情页 提供潜在客户的详细信息。

我的未完成任务页面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和详细信息链接的用户未完成任务的
表格视图。

机会详情页面 提供机会的详细信息。

“任务详情”页 提供任务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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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Microsoft Outlook

December 1, 2021

部署Microsoft Outlook集成以安排活动和办公时间、编辑活动和办公时间，并在活动开始前一小时接收通知。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有关适用于Microsoft Outlook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微软 Outlook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在与Microsoft Outlook设置此集成后，您将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 URL：https://graph.microsoft.com/
• 授 权 URL：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Id } /oauth2/v2.0/
authorize

• 令 牌 URL：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_id } /oauth2/v2.0/
token

• CLIENT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SECRET：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Microsoft Outlook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
再次输入凭据。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
gateway‑service/>。

可以对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 Microsoft Outlook API 限 制 表 单 链 接：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graph/throttling#
microsoft‑teams‑service‑limits

• 推 荐 计 划：https://www.microsoft.com/en‑in/microsoft‑365/microsoft‑teams/compare‑
microsoft‑teams‑options

权限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你的 Microsoft Outlook 实例，因此我们建议创建一个专用的用户帐户。您可以在 https:
//docs.microsoft.com/en‑us/graph/permissions‑reference中查看权限/特权。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99

https://podio.com/webforms/25555418/1899863
https://discussions.citrix.com/forum/1814-ms-outlook-365-microapps-integration/
https://discussions.citrix.com/forum/1814-ms-outlook-365-microapps-integration/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ms-outlook.html#use-microsoft-outlook-microapp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graph/throttling#microsoft-teams-service-limit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graph/throttling#microsoft-teams-service-limits
https://www.microsoft.com/en-in/microsoft-365/microsoft-teams/compare-microsoft-teams-options
https://www.microsoft.com/en-in/microsoft-365/microsoft-teams/compare-microsoft-teams-option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graph/permissions-reference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graph/permissions-reference


微应用

此帐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全局管理员。全局管理员角色授予管理员对Microsoft Outlook中的应用程序权限和访问
API的权限的许可。

在此处登录：https://account.microsoft.com/。

配置OAuth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Microsoft Outlook集成读取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https://portal.azure.com/#blade/Microsoft_AAD_IAM/ActiveDirectoryMenuBlade/
RegisteredApps

2. 选择 “新注册”。
3. 对于支持的帐户类型，选择任何组织目录中的帐户（任何 Azure AD目录‑多租户）。
4. 填写必填字段，然后在重定向 URL 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5. 点击注册。
6.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应用程序（客户端）ID和目录（租户）ID。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
身份验证。

7. 单击调用 API下的查看权限，然后选择添加权限，然后选择Microsoft Graph磁贴。
8. 选择应用程序权限磁贴并添加以下列出的范围：**User.Read.All Calendars.Read**
9. 选择为 Citrix Systems授予管理员同意，然后选择是。

10. 从左侧面板中选择证书和密码，然后选择新客户端密钥，然后选择过期有效期为从不，然后单击添加。
11. 从客户端密钥中复制并保存 Value。

配置OAuth客户端

将 OAuth客户端配置为通过Microsoft Outlook集成回写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https://portal.azure.com/#blade/Microsoft_AAD_IAM/ActiveDirectoryMenuBlade/
RegisteredApps

2. 选择 “新注册”。
3. 对于支持的帐户类型，选择任何组织目录中的帐户（任何 Azure AD目录‑多租户）。
4. 填写必填字段，然后在重定向 URL 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5. 点击注册
6.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应用程序（客户端）ID和目录（租户）ID。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
身份验证。

7. 单击调用 API下的查看权限，然后选择添加权限，然后选择Microsoft Graph磁贴。
8. 选择委派权限磁贴并添加以下列出的范围：**Calendars.ReadWrite**
9. 选择为 Citrix Systems授予管理员同意，然后选择是。

10. 从左侧面板中选择证书和密码，然后选择新客户端密钥，然后选择过期有效期为从不，然后单击添加。
11. 从客户端密钥中复制并保存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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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Microsoft Outlook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
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
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Microsoft Outlook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 https://graph.microsoft.com/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客户端凭据。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c) 令牌 URL 已预先填充：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_id } /

oauth2/v2.0/token
d) 确保为 Scope输入以下内容：.default offline_access
e)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当你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你会收集这个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f)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c)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d) 授权 URL 是预先填写的：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Id } /
oauth2/v2.0/authorize

e) 令牌 URL 已预先填充：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_id } /
oauth2/v2.0/token

f) 确保为 Scope输入以下内容：.default offline_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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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h)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7. 启用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在请求数中输入 60，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秒。

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9. 选择保存以继续。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注意：

Citrix Microsoft Outlook集成使用 “操作后数据更新”通过 “我的日历”服务操作中的 “刷新表”按钮为登录用
户提取最新数据。我们建议按原样使用这种方法。请每周使用默认的完全同步一次，以便为用户保留最佳数据量。
此外，该集成不支持增量同步，仅依赖于操作后的数据更新来提取最新数据。建议将 “完全同步”时间间隔设置为
“每周”，以便从微应用平台以及随后从用户日历中删除已取消或删除的事件。

刷新按钮用于将缓存与最新数据同步，而不是完全/增量同步。由于此集成不依赖于完全/增量同步来获取最新数
据，因此不需要也不实施分页。这也有助于限制 api调用。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MS Outlook连接器规范。

注意：

CalendarView数据端点使用过去的 start_date_time和 end_date_time进行硬编码，因为它们是强制性
的。但是，用户将使用刷新按钮概念查看其微应用中的最新数据。

使用Microsoft Outlook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注意：

由于当前可用的 40个时区是在 Create Event、“我的办公时间”和 “我的日历”微应用中硬编码的，因此添加
任何其他时区都需要管理员手动添加它们。

创建活动：微应用用程序用于根据用户首选项安排活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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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活动”页 提供一个表单，根据用户首选项安排具有以下详细信息
的活动：活动标题、开始日期/时间、结束日期/时间、时
区、周期（一次、每天、每周、每月）、位置、说明以及
会议的与会者或来宾。

我的日历：微应用用程序用于查看和编辑即将举行的活动/会议。

注意：

活动提醒通知仅在活动 start_date_time前一小时向活动组织者触发。只有在任何给定时刻微应用服务器缓存
中的事件才会触发此通知。为确保及时通知，我们建议经常使用 “刷新表”按钮，并按原样运行每周完全同步，以
避免任何错误/删除的事件通知。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活动提醒通知 活动所有者在活动开始时间的一个小时之前收到通知。

即将举行的活动详情 提供活动的只读视图，其中包含详细信息、用于加入会
议的按钮和仅供活动所有者使用的编辑按钮。

活动预告页面 允许用户搜索事件。

活动详情页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事件的只读视图。活动所有者可以
使用 “编辑”选项。

编辑活动页面 提供用于编辑事件的表单。

我的办公时间：Microapp用于创建、查看和编辑虚拟办公时间。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虚拟办公时间页面 允许用户查看办公时间。

“创建办公时间”页 根据用户首选项提供安排虚拟办公时间的表单，其中包
含以下详细信息：开始日期/时间、结束日期/时间、时
区、重复（每日、每周、每月）、办公时间说明。

“编辑办公时间”页 提供用于编辑办公时间的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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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Microsoft Teams

December 1, 2021

部署Microsoft Teams集成以安排 Teams Meetings、从头开始或基于现有团队创建团队、向现有团队添加新频道、
向特定频道发送消息以及接收有关新创建频道的通知。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有关适用于MS Teams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Microsoft Teams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管理员是组织的MS Teams集成设置的一部分。此MS Teams管理员帐户必须具有用户信息的完全
读取权限。在与Microsoft Teams设置此集成后，您将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 URL：https://graph.microsoft.com/
• 授 权 URL：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_id } /oauth2/v2.0/
authorize

• 令 牌 URL：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_id } /oauth2/v2.0/
token

• CLIENT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SECRET：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MS Teams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入
凭据。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权限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MS Teams实例，因此我们建议创建一个专用用户帐户。您可以在 https://docs.microsoft.
com/en‑us/graph/permissions‑reference中查看权限/特权。

此服务帐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范围设置之一：

• 全局管理员或
• 应用管理员和 Teams服务管理员

角色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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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局管理员角色授予管理员对Microsoft Teams中委派权限的许可，并允许 API访问。
• 应用程序管理员角色是授予管理员对委派权限的许
• 访问频道 API需要 Teams服务管理员角色。

可以对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 Microsoft Teams API 限 制 表 单 链 接：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graph/throttling#
microsoft‑teams‑service‑limits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帐号

在 此 处 登 录：https://portal.azure.com。 有 关 Microsoft Teams 入 门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阅 https:
//support.microsoft.com/en‑us/office/how‑do‑i‑get‑microsoft‑teams‑fc7f1634‑abd3‑4f26‑a597‑
9df16e4ca65b。

配置OAuth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MS Teams集成读取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到https://portal.azure.com/#blade/Microsoft_AAD_IAM/ActiveDirectoryMenuBlade/
RegisteredApps。

2. 选择 “新注册”。

3. 对于支持的帐户类型，选择任何组织目录中的帐户（任何 Azure AD目录‑多租户）。

4. 填写必填字段，然后在重定向 URL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URL：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5. 选择注册。

6.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应用程序（客户端）ID和目录（租户）ID。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
身份验证。

7. 在调用 API下选择查看权限。选择添加权限，然后选择Microsoft Graph磁贴。

8. 选择委派权限磁贴并添加下面列出的范围：

Group.Read.All User.Read.All GroupMember.Read.All Channel.ReadBasic.All

9. 选择为 Citrix Systems授予管理员同意，然后选择是。

10. 从左侧面板中选择证书和密码，然后选择新建客户端密钥。为到期有效期选择从不，然后选择添加。

11. 从客户端密钥中复制并保存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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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OAuth客户端

将 OAuth客户端配置为通过MS Teams集成回写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到https://portal.azure.com/#blade/Microsoft_AAD_IAM/ActiveDirectoryMenuBlade/
RegisteredApps。

2. 选择 “新注册”。

3. 对于支持的帐户类型，选择任何组织目录中的帐户（任何 Azure AD目录‑多租户）。

4. 填写必填字段，然后在重定向 URL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URL：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5. 选择注册。

6.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应用程序（客户端）ID和目录（租户）ID。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
操作身份验证。

7. 在调用 API下选择查看权限。选择添加权限，然后选择Microsoft Graph磁贴。

8. 选择委派权限磁贴并添加下面列出的范围：

Channel.Create Group.ReadWrite.All ChannelMessage.Send Calendars.
ReadWrite

9. 选择为 Citrix Systems授予管理员同意，然后选择是。

10. 从左侧面板中选择证书和密码，然后选择新建客户端密钥。为到期有效期选择从不，然后选择添加。

11. 从客户端密钥中复制并保存 Value。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Microsoft Teams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
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
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Microsoft Teams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graph.microsoft.com/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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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c) 授权 URL 是预先填写的：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_id } /

oauth2/v2.0/authorize
d) 令牌 URL 已预先填充：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_id } /

oauth2/v2.0/token
e) 确保为Scope输入以下内容：https://graph.microsoft.com/default offline_access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当你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你会收集这个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c) 授权 URL 是预先填写的：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_id } /

oauth2/v2.0/authorize
d) 令牌 URL 已预先填充：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_id } /

oauth2/v2.0/token
e) 确保为Scope输入以下内容：https://graph.microsoft.com/default offline_access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7. 启用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在请求数中输入 60，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秒。

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9. 选择保存以继续。

10.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出现一个带有Microsoft登录屏幕的弹出窗口。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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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建议将完全同步间隔设置为每日，以定期将数据从MS Graph刷新到微应用平台，并及时接收任何新创建
的频道的通知。

• 由于当前可用的 40个时区是在 Create Meeting微应用中硬编码的，因此添加任何其他时区都需要管理
员手动添加它们。

• 当用户使用添加频道或创建团队微应用创建频道时，默认情况下，新创建的频道在MS Teams中处于隐藏
状态。

• 我们目前已在 Create Team微应用中对模板列表进行了硬编码。要添加任何其他模板类型，管理员必须
手动添加它们。

• 要仅填充与 Microsoft365（Teams）相关的群组/频道，我们使用组端点中使用的过滤器：filter=
groupTypes/any(g:g+eq+'Unified'。请注意，+它已被空格替换。

• 如果用户在 “发送消息”和 “添加频道微应用”的 “选择团队”组件中获得其他团队，请使用 Microsoft
的 beta端点 https://graph.microsoft.com/beta/groups?$filter=grouptypes/
any(g:g eq 'Unified')和resourceProvisioningOptions/any(p:p eq 'Team'
)仅筛选与MS Teams相关的团队（组）。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你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者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Microsoft Teams连接器规范。

使用MS Teams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添加频道：向现有团队添加新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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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添加频道页面 提供向现有团队添加频道的表单，其中包含以下详细信
息：“团队”（“团队”下拉列表）、频道名称和说明。

创建会议：根据用户偏好安排MS Teams会议。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会议”页 提供根据用户首选项安排会议的表单，其中包含以下详
细信息：会议标题、开始日期/时间、结束日期/时间、时
区、重复（一次、每天、每周、每月）、说明和会议与会
者。

创建团队：根据用户偏好从头开始或基于现有团队创建团队。此外，每当为任何团队创建频道时，团队所有者都会收到
通知。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频道已添加通知 向团队添加新频道后，团队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频道详情页 提供包含频道详细信息和频道成员的新创建频道的只读
视图。

创建团队/频道页面 提供两个按钮；“从头开始”导航至 “从头开始创建团
队”页面和 “从现有团队”导航至 “从组创建团队”页面。

“从头开始创建团队”页 提供包含以下详细信息的从头开始创建团队的表单：团
队名称、团队描述、团队类型（私有/公共）、模板（使用
不同的模板选项的下拉列表）、频道名称、频道说明、添
加到收藏夹复选框、选项卡名称、内容 URL、成员设置
和发现设置。

“从组创建团队”页 提供从现有团队创建团队的表单，其中包含以下详细信
息：“团队”（“团队”下拉列表）、“团队名称”、“团队类
型”（“专用/公共”）、“团队描述”和 “要从原始团队中包
括的部件”。

发送消息：向任何团队中的特定频道发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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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向频道页面发送消息 提供向现有团队的频道发送消息的表单，其中包含以下
详细信息：“团队”（“团队”下拉列表）、“频道”（“频道”
下拉列表）和 “消息”。

集成Oracle HCM

December 1, 2021

部署 Oracle HCM集成，向项目经理发送有关其项目的可操作通知，并直接在Workspace中查看和编辑项目。

有关适用于 Oracle HCM的现成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Oracle HCM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管理员是组织的 Oracle HCM集成设置的一部分。

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您需要以下工件：

• 基本URL：基本URL遵循此模式：{ serverURL } /hcmRestApi/resources。在提供给Oracle云
服务管理员的欢迎电子邮件中找到 REST serverURL。用你的 serverURL替换我们模型中的 { serverURL
}值。

• 用户名：我们建议使用下面指定的专用服务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 密码：我们建议使用下面指定的专用服务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权限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Oracle HCM实例。在 Oracle HCM中为此实施创建一个专用服务帐户。该帐户只需要访问此
数据：

• 员工目录
• 缺席
• 时间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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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Oracle HCM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
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Oracle HCM磁贴。
3. 输入集成的名称。

• 输入实例 基本 URL: https://adc4-zrha-fa-ext.oracledemos.com/hcmRestApi/
resources。此基本 URL值可能有所不同。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4.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基本并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
5. 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6.（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禁用所有其他切换开关。
7. 选择保存以继续。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Oracle HCM连接器规范。

使用Oracle HCM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员工目录：查看和搜索员工目录。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员工搜索页面 按姓名搜索员工。

员工详细信息页 搜索后所选员工的详细信息。

输入我的时间：输入所选条目类型的每日时间。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时间输入”页 提交时间卡（使用深度链接）或包含所选条目类型的开
始和结束时间的时间输入。

PTO：创建并提交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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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缺勤”页 提供包含缺勤参数的表单以创建新的缺勤条目。

集成 Power BI

December 1, 2021

与 Power BI集成以跟踪 Citrix Workspace中的重要报告和仪表板。

使用以下过程启用 Power BI集成。确保满足先决条件并提供连接详细信息。完成此过程后，您现有的审核日志记录级
别将保留，包括使用 Citrix Microapps执行的任何操作。

有关开箱即用的 Power BI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 Power BI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你必须有一个 Power BI 服务帐户。有关更多信息，请转到 https://powerbi.microsoft.com/en‑us/landing/
signin/。要通过 Citrix微应用共享任何报表，必须与 Power BI服务帐户共享该报告。

根据你的设置，可能需要两个帐户：

• 有权在 Azure AD中创建应用注册的帐户。此帐户可能会出现问题，具体取决于它首先与哪个订阅/租户关联。
• 用于对集成进行身份验证的服务帐户。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你管理组织的 Power BI实例以设置集成。服务帐号必须具有以下 API权限，并通过 “类型：委派”
分配：

组 API/权限名称 类型 说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图 (1)

用户。读 已委派 登录并读取用户配置文件。

电源 BI服务 (18) App.Read.All 已委派 查看所有 Power BI应用
程序。

容量。阅读。全部 已委派 查看所有容量。

仪表板。Read。All 已委派 查看所有仪表板。

数据流。Read .All 已委派 查看所有数据流。

数据集。Read .All 已委派 查看所有数据集。

Gateway.Read。All 已委派 查看所有网关。

报告.Read .All 已委派 查看所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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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API/权限名称 类型 说明

存储帐户。read.all 已委派 查看所有存储帐户。

工作区。Read。All 已委派 查看所有工作区

租户。Read.All 已委派 查看租户中的所有内容

在 Power BI中设置此集成后，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客户端 ID
• 客户端密钥
• OAuth授权

注册你的应用

导航到 https://dev.powerbi.com/appsAzure AD 并注册你的应用程序，以允许你的应用程序访问 Power BI
REST API并为你的应用程序设置资源权限。通过此注册过程，您可以创建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列出的第一个回调不会改变。第二个回调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创建集成时可以在 URL 地址栏中找到。{yourmi‑
croappserverurl}部分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 tenantID } .{ region(us/
eu/ap-s)} .iws.cloud.com。

您只能在第一个字段中注册一个 URL。在服务器端Web应用程序注册页面中输入一个 URL。然后转到 Azure AD应
用注册以添加第二个 URL。

1. 输入应用程序的名称。

2. 选择服务器端Web应用程序。

3. 输入应用程序的主页 URL。此值必须是 Citrix云租户的 URL（微应用服务器 URL）。例如，https://<
customer_id>.us.iws.cloud.com。登录 Citrix微应用程序后，您可以在 URL栏中找到此微应用服
务器 URL。

4. 输入以下重定向 URL之一：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注意：

此字段中不允许使用两个 URL。转到 Azure AD应用注册以添加第二个 URL。

5. 选中所有只读 API复选框。

6. 选择注册。

7. 导航到 Azure应用注册 >身份验证，然后输入第二个回调 URL。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213

https://dev.powerbi.com/apps


微应用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Power BI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
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Power BI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api.powerbi.com/v1.0/myorg
• 从图标库中选择一个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的 ServiceNow图标。
• 如果要创建本地连接，请启用本地实例切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地实例。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c) 授权 URL 是预先填写的：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ID } /

oauth2/authorize
d) 令 牌 URL 已 预 先 填 充：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ID } /

oauth2/token
e) 确保为范围输入以下内容：Tenant.Read.All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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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在访问令牌参数下，确保为 “名称: 资源”和 “值:” 输入以下内容 https://analysis.windows.
net/powerbi/api。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d) 授权 URL 是预先填写的：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ID } /

oauth2/authorize
e) 令 牌 URL 已 预 先 填 充：https://login.microsoftonline.com/{ tenantID } /

oauth2/token
f) 确保为范围输入以下内容：Tenant.Read.All
g)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h)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i) 在访问令牌参数下，确保为 “名称: 资源”和 “值:” 输入以下内容 https://analysis.windows.
net/powerbi/api。

7.（可选）如果要为此集成激活速率限制，请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并设置每个时间间隔的请求数。

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9. 选择保存以继续。

10.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此时将显示一个带有 Power BI登录屏幕的弹出窗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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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Power BI连接器规格。

使用 Power BI微应用

现有的Web/SaaS集成随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们的 Power BI集成模板随附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仪表板：查看 Power BI仪表板的详细信息。仪表板列表是个性化的，因此您只能在 Power BI中看到属于 Citrix
Workspaces一部分的仪表板。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仪表板页面 提供可用仪表板的列表，其中包含指向包含详细信息的
页面的链接。

仪表板详情页面 提供仪表板的只读详细视图，其中包含指向目标记录源
的链接以获得更详细的视图。

报告：查看Power BI报告的详细信息。报告列表是个性化的，因此您只能在PowerBI中看到属于CitrixWorkspaces
一部分的报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报告详情”页 提供报告的只读详细视图。

“报告”页 提供可用报告的列表，其中包含指向详细信息的页面的
链接，该页面包含指向目标记录源的链接以获得更详细
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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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Qualtrics

December 1, 2021

部署 Qualtrics集成以接收有关需要响应的问卷调查的通知、查看需要关注的活动问卷调查以及允许问卷调查管理者访
问问卷调查统计信息。Qualtrics API和此集成需要基于令牌的身份验证。不支持任何维修操作。所有用户对问卷调查
的更新都是通过深层链接执行的。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查看必备项

这些是您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中输入的值：

• 基本URL：https://{ instance server location code } .qualtrics.com/API/v3/
• 令牌参数：X-API-Token
• 令牌：令牌允许 API访问。请参阅生成令牌。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高安全性合规性。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帐号

集成需要访问您的Qualtrics实例。我们建议使用Qualtrics为每个职能组创建一个专用的用户帐户，例如销售、客户
满意度或客户成功。因此，从 Qualtrics问卷调查中收集的统计数据可以针对其职能组进行量身定制。

此帐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品牌管理员角色。在拥有多个管理员的 Qualtrics实施中，必须通过与集成品牌管理员帐户
协作共享属于另一个品牌管理员的任何项目，才能在集成中使用。或者，可以为企业中的每个品牌管理员创建集成。

生成令牌

您需要生成令牌才能访问 Qualtrics的 API。

1. 导航到 PM: URL需要
2. 选择帐户设置，然后选择Qualtrics ID选项卡。
3. 在 API下，选择生成令牌。
4. 在下一个过程中复制并保存用于添加集成的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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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Qualtrics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
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将提供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其中包含预先配置的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Qualtrics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 API密钥，然后在值字段中输入收集的令牌值。

6. 将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保留为禁用状态。

7. 将请求超时保留为默认值。

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9. 选择保存以继续。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
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Qualtrics连接器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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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Qualtrics微应用

我的问卷调查：查找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用户的所有活动问卷调查。在向用户发送问卷调查时以及问卷调查到期前 24
小时发送通知。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问卷调查通知 创建新问卷调查时，系统会向列为联系人的用户发送通
知。

问卷调查即将到期通知 当问卷调查将在 24小时内到期时，系统会向列为联系
人的用户发送通知。

我的活动问卷调查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活动问卷调查列表，其中包含问卷调查详
细信息的链接。

问卷调查详情页 提供问卷调查的详细视图，其中包含指向Qualtrics中
回复问卷调查的按钮的链接。

Qualtrics问卷调查统计数据：供品牌管理员管理问卷调查。查看活跃问卷调查的统计信息。问卷调查到期前 24小时
发送的通知包含基本绩效统计数据和深度链接功能。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活动问卷调查统计通知 当问卷调查将在 24小时内到期时，系统会向订阅者发
送通知。

“分发数据”页 提供问卷调查的详细信息，以及指向 “查看分配”的链
接。

打开问卷调查页面 提供问卷调查列表以及指向更多详细信息的链接。

问卷调查结果 提供带有分布统计信息链接的问卷调查结果。

集成 RSS

December 1, 2021

部署 RSS集成模板以关注 Citrix博客频道。使用此工作流程，您无需手动检查网站是否有新内容。

您可以自定义此模板以关注任何选定的在线频道的 RSS feed。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义 RSS模板。

有关开箱即用的 RSS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 RSS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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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RSS集成模板供您使用。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集成类别中较新的模板，因为它提供了
配置缓存数据结构的更多功能。第二个模板位于 “已弃用”类别中。

查看必备项

该模板提供了一个预填充的URL以关注 Citrix博客频道：http://feeds.feedblitz.com/。如果你想将此微
应用用程序用于另一个 RSS feed，请自定义此 URL。

自定义 RSS模板

要为所需的任何频道自定义 RSS集成模板，您需要将终端节点 URL拆分为其基本 URL和数据加载端点。

例如，如果我们采取 http://feeds.bbci.co.uk/news/world/rss.xml：

• 基本 URL是 http://feeds.bbci.co.uk/news/world/。添加模板集成时，将基本 URL值替换为
此值。

• 数据加载端点为 rss.xml。将 RSS端点完全同步名称替换为此值。这可以在配置集成模板（包括基本 URL）
之前或之后完成。

1. 要替换 RSS端点，请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 RSS集成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将打开 “数据加载”屏
幕。如果您在配置屏幕中，请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加载。

2. 选择 RSS端点。
3. 找到 “完全同步”部分下的 “名称”字段，然后将 X替换为此数据加载端点值。
4. 别忘了选择屏幕底部的应用，然后确认保存终端节点更改。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RSS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
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RSS磁贴。

3. 输入 集成的集成名称。该模板提供了一个预填充的 URL 以关注 Citrix 博客频道：http://feeds.
feedblitz.com/。如果你想将此微应用用程序用于另一个 RSS feed，请自定义此 URL。

4. 输入基本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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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所有其他字段保持禁用状态并将请求超时设置为 120。

6. 选择保存以完成操作。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RSS连接器规范。

使用 RSS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们的 RSS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上传数据：搜索和查看商品。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的 Feed通知 当用户有新的 RSS项目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Feed详情页面 为用户提供感兴趣的 RSS项目的只读详细视图。

查看所有 Feeds页面 为用户提供感兴趣的 RSS项目的列表以及查看详细信息
的链接。

集成 Salesforce

December 5, 2022

与 Salesforce集成，随时随地访问潜在客户、客户、机会、案例和合同。使用以下过程启用 Salesforce HTTP集成。
确保满足先决条件，然后设置 Salesforce集成。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Salesforce集成模板供您使用。我们建议在大多数用例中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因为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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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多的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Salesforce模板是 Salesforce HTTP集成的基础。有关每个集成中可
用的微应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Salesforce微应用。

有关开箱即用的 Salesforce HTTP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 Salesforce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在 Salesforce中设置此集成后，您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用户名
• 密码
• 安全令牌

对于 OAuth 2.0：

• 消费者密钥
• 消费者秘密
• OAuth授权基础 URL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Salesforce实例的 API权限，因此我们建议在 Salesforce中创建一个专用用户帐户。然后使
用该帐户配置 Salesforce集成。此帐户必须：

• 获得完整的数据访问权限
• 启用 API
• 不允许双因素身份验证。

使用专用帐户对审核日志很有用，因为它有助于区分通过Workspace完成的活动。本页面包含 Salesforce经典版和
Salesforce闪电体验的教程。这两个教程都假定你是 Salesforce的系统管理员。

注意：

Salesforce “联系人”和 “组”版本不支持任何 API。“专业”版本不会自动包含它。但是，可以根据要求激活支持。

另外，在 Salesforce中，API请求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如果您计划经常同步大量数据，请参阅 Salesforce API请求限
制和分配。

•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Salesforce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
再次输入凭据。按照 Salesforce单点登录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添加新的个人资料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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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到www.salesforce.com

2. 转到设置图标，然后选择设置 >管理 >管理用户 >配置文件 >新建配置文件。

3. 将 “现有配置文件”设置为 “系统管理员”，以确保为此配置文件创建的用户具有完全数据访问权限。

4. 输入配置文件名称，然后选择保存。我们建议将配置文件命名为类似 Citrix Workspace Access的名称，以便
在以下过程中以新用户身份添加配置文件时便于参考。

配置文件面板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的新

为创建的配置文件启用 API访问

1. 在配置文件面板上，选择编辑。

2. 向下滚动到 “管理权限”，然后选中 “启用 API ”复选框。

3.（可选）要禁用密码过期，请选中 “密码永不过期”复选框。

注意：

使用此选项存在潜在的安全漏洞。

4. 选择保存。

添加回调URL

向实例配置添加自定义URL，以授予对私有数据的访问权限并启用经OAuth身份验证的用户操作。列出的第一个回调不
会改变。第二个回调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创建集成时可以在URL地址栏中找到。{yourmicroappserverurl}部分由租
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7BtenantID%7D.%7Bregion(us/eu/ap‑s)%7D.iws.cloud.com。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Salesforce。

2. 导航到平台工具 >应用 >应用程序管理器。

3. 选择新连接的应用程序。

4. 在 “基本信息”下，填写以下字段：

• 连接的应用名称
• API名称
• 联系邮箱

5. 在 API下，选中启用OAuth设置复选框。

6. 在回调 URL字段中，将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与微应用服务器 URL一起添加：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
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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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选定的 OAuth作用域旁边，在可用的 OAuth作用域下选择以下作用域，然后选择添加以将其移动到选定
的OAuth作用域字段：

• 访问和管理你的数据 (api)
• 访问您的基本信息（ID、个人资料、电子邮件、地址、电话）
• 随时代表你执行请求（refresh_token、离线访问）

8. 选择保存。

（可选）限制登录 IP范围

如果您的组织为用户配置文件设置了 IP范围，则可以在用户级别控制登录访问权限。在用户的配置文件中指定允许的
IP地址范围。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增强的配置文件用户界面中限制登录 IP范围。

如果限制登录 IP范围，则无需在以下过程中生成安全令牌。

添加新用户

创建一个用于连接到 Salesforce的专用用户帐户。使用在上一步骤 “添加新配置文件”中添加的新配置文件。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转到设置 >管理员 >管理用户 >用户 >新用户。
2. 用红色填写必填字段。
3. 将用户许可证设置为 Salesforce。
4. 将 “ 配置文件” 设置为在上一过程中添加的配置文件。在上面的示例中，我们建议使用 Citrix Workspace

Access，以便在添加配置文件时轻松参考
5. 单击保存。

设置新用户

添加专用用户帐户后，您会在提供的地址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找到电子邮件，然后按照说明单击链接。
2. 登录 Salesforce。
3. 设置密码和密码问题。

生成安全令牌

如果您限制了专用用户配置文件的登录 IP范围，则可以跳过此步骤。从列入白名单的 IP块连接到 Salesforce API的
帐户不需要安全令牌。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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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并选择帐户名称。

2. 前往我的设置 >个人 >重置我的安全编码器。

3. 选择重置安全令牌。

新的安全令牌将发送到您在此帐户的个人设置中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每当重置此帐户的密码时，您还会获得一
个新的安全令牌。

现在，您可以完成添加集成。在 Salesforce服务定义的输入字段中输入专用用户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您将 IP列入白名单，则无需输入安全令牌。否则，请将发送的安全令牌粘贴到专用帐户的电子邮箱中。

筛选查询

大多数 Salesforce实体都支持筛选。选择预定义的查询或使用 Salesforce SOQL语言编写自己的自定义查询。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对象查询语言文档。

将 Salesforce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Salesforce HTTP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
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 Salesforce HTTP集成。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对
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这种较新的 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Salesforce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这是您的 Salesforce环境的域。https://{ yoursalesforceurl } .
my.salesforce.com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的 Salesforce图标。
• 如果要创建本地连接，请启用本地实例切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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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c) 授权URL和令牌URL已预填充。终端节点需要安全的 HTTP (HTTPS)。您还可以在这些终端节点中使
用 “我的域”、“社区”或 test.salesforce.com（沙盒）域，而不是使用 login.salesforce.com。

d)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e)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f)（可选）如果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6. 选择添加参数以包括访问令牌参数。在名称和值中分别输入令牌和 { yoursecuritytoken }。目标应用
程序授权服务器需要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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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d) 授权URL和令牌URL已预填充。终端节点需要安全的 HTTP (HTTPS)。您还可以在这些终端节点中使
用 “我的域”、“社区”或 test.salesforce.com（沙盒）域，而不是使用 login.salesforce.com。

e) 将刷新令牌 URL留空。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h)（可选）如果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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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再次选择添加参数以包含访问令牌参数。在名称和值中分别输入令牌和 { yoursecuritytoken }。目标
应用程序授权服务器需要此参数。

9. 在请求超时字段中输入 120。

10.（可选）如果要为此集成激活速率限制，请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并设置每个时间间隔的请求数。

11.（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2. 选择保存以继续。

13. 现在，您可以使用您的服务帐号向 Salesforce授权。在 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
出现一个弹出窗口，其中包含 Salesforce登录屏幕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
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
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
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http连接器规范。

使用 Salesforce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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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使用 “转换潜在客户”服务操作（请参阅下面的 Leads微应用），在构建器中添加此服务操作之前，您需要在
Salesforce环境中开发自定义 Apex代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pex开发人员指南。

我们的 Salesforce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帐户：搜索、查看和编辑帐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账户（现有）通知 账户所有者更改后，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您的账户（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帐户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详情账户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详情联系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编辑账户”页 提供用于向帐户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搜索帐户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账户列表。

案例：搜索、查看和编辑分配给你的案例。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你的问题（现有）通知 当案例的所有者发生变化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问题（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案例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详情账户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详情案例页面 提供案例的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的按钮。

详情联系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编辑案例页面 提供用于向案例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搜索案例页面 提供分配给用户的个性化案例列表。

联系人：搜索、查看和编辑联系人。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联系人（现有）通知 当联系人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联系人（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联系人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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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详情联系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的按钮。

编辑联系人页面 提供用于向联系人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搜索联系人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联系人列表。

合同：搜索、查看和编辑合同。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合同已更新通知 当合同的详细信息发生更改时，合同的所有者会收到通
知。

合同到期通知 当合同在其结束日期之前或之后（例如，默认情况下为
3天）超过定义的阈值时，所有者会收到通知提醒。

激活新合同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的待处理合同激活批准请求时，他们会收
到通知。

详情账户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详情联系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详情合同页面 提供合同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和激活合同的按钮。

编辑合约页面 提供用于向合同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搜索合同页 提供待激活的个性化合同列表。

创建账户：创建一个新账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账户”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帐户的表单。

创建案例：创建一个新案例。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案例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新案例的表单。

创建联系人：创建新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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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联系人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新联系人的表单。

创建合同：创建新合同。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合约”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合同的表单。

创建活动：创建新活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活动”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事件的表单。

创建潜在客户：创建新的潜在客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潜在客户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潜在客户的表单。

创造机会：创造新机会。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机会”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机会的表单。

创建任务：创建新任务。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任务”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任务的表单。

事件：搜索、查看和编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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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活动提醒通知 当事件在活动日期和时间之前或之后（例如，默认情况
下为 1小时）超过定义的阈值时，所有者会收到通知提
醒。

详情账户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详情联系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详情活动页面 提供事件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的按钮。

编辑活动页面 提供用于向事件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搜索事件”页 提供个性化的事件列表。

潜在客户：搜索、查看、编辑和转换潜在客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潜在客户（现有）通知 当潜在客户的所有者发生变化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潜在客户（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潜在客户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潜在客户详情页 提供潜在客户的视图和用于打开详情页面的按钮。

编辑潜在客户页 提供用于向潜在客户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搜索线索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潜在客户列表。

机会：搜索、查看和编辑机会。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机会（现有）通知 当商机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您的机会（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机会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详情账户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详情联系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详情机会页面 提供机会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的按钮。

编辑机会页面 提供用于向商机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搜索机会”页 提供个性化的机会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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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搜索、查看和编辑任务。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任务提醒通知 当任务在其活动日期和时间之前或之后（例如，默认情
况下为 1小时）超过定义的阈值时，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提醒。

详情账户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详情联系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详情任务页面 提供任务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的按钮。

“编辑任务”页 提供用于向任务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搜索任务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任务列表。

添加旧版集成

按照以下说明设置旧版集成。这些过程特定于旧版集成。

将旧版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Salesforce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
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此时将打开 “管理集成”页面。

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选择 Salesforce磁贴。

4. 输入集成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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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您在前面的过程中收集的服务身份验证。

• 输入目标系统服务身份验证的用户名和密码凭据。

6. 选择OAuth 2.0作为身份验证方法。

• 输入您在先决条件过程中收集的消费者密钥和消费者秘密。
• 输入您的OAuth授权基本URL。允许您为Salesforce实例配置自定义SSO登录页面。输入你的域名。这
与通常登录的 SFDC URL相同，并且需要安全的 HTTPS: https://login.salesforce.com/，
或者对于沙盒环境：https://test.salesforce.com/。

7. 输入您的连接器参数。

• 输入你的保安编码器。
• 如果您需要将数据加载到沙盒环境中，请切换沙盒。
• 保留开关在增量同步期间查询已删除记录以将其从缓存中移除也是启用的。如果系统在第一次增量同步后
引发以下错误：无法加载已删除类型的实体，您可以禁用此切换以解决此问题。

8.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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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连接器规范。

使用 Salesforce传统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们的 Salesforce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帐户：搜索、查看和编辑帐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账户（现有）通知 账户所有者更改后，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您的账户（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帐户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编辑账户”页 提供用于向帐户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我的帐户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账户列表。

案例：搜索、查看和编辑分配给你的案例。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你的问题（现有）通知 当案例的所有者发生变化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问题（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案例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与您的帐户相关的新问题通知 创建与用户帐户相关的新案例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案例详情页面 提供案例的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的按钮。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编辑案例页面 提供用于向案例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我的未结案例页面 提供分配给用户的个性化案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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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搜索、查看和编辑联系人。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联系人（现有）通知 当联系人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联系人（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联系人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联系人的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的按钮。

编辑联系人页面 提供用于向联系人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我的联系人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联系人列表。

合同：搜索、查看和编辑合同。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合同已更新通知 当合同的详细信息发生更改时，合同的所有者会收到通
知。

合同到期通知 当合同在其结束日期之前或之后（例如，默认情况下为
3天）超过定义的阈值时，所有者会收到通知提醒。

激活新合同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的待处理合同激活批准请求时，他们会收
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合同详情页 提供合同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和激活合同的按钮。

编辑合约页面 提供用于向合同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我的合同待激活”页面 提供待激活的个性化合同列表。

创建账户：创建一个新账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账户”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帐户的表单。

创建案例：创建一个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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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案例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新案例的表单。

创建联系人：创建新联系人。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联系人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新联系人的表单。

创建合同：创建新合同。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合约”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合同的表单。

创建活动：创建新活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活动”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事件的表单。

创建潜在客户：创建新的潜在客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潜在客户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潜在客户的表单。

创造机会：创造新机会。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机会”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机会的表单。

创建任务：创建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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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任务”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任务的表单。

事件：搜索、查看和编辑事件。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活动提醒通知 当事件在活动日期和时间之前或之后（例如，默认情况
下为 1小时）超过定义的阈值时，所有者会收到通知提
醒。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编辑活动页面 提供用于向事件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活动详情页 提供事件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的按钮。

我的活动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事件列表。

潜在客户：搜索、查看、编辑和转换潜在客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潜在客户（现有）通知 当潜在客户的所有者发生变化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潜在客户（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潜在客户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转换潜在客户页 提供用于转换潜在客户的表单。

编辑潜在客户页 提供用于向潜在客户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我的活跃线索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潜在客户列表。

机会：搜索、查看和编辑机会。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您的机会（现有）通知 当商机的所有者发生更改时，新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您的机会（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机会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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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编辑机会页面 提供用于向商机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我的开放机会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机会清单。

机会详情页面 提供机会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的按钮。

待处理账户批准：搜索并批准或拒绝账户。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帐户待批准通知 当提交新帐户供演员批准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批准帐户页面 提供用于批准或拒绝帐户的表单。

“我的待处理帐户批准”页面 提供待处理帐户批准的个性化列表以及指向批准页面的
链接。

待批联系人：搜索并批准或拒绝联系人。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的联系人申请批准通知 当新联系人提交给演员批准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批准联系人页面 提供用于批准或拒绝联系人的表单。

我的待处理联系人批准 提供待处理联系人批准的个性化列表以及指向批准页面
的链接。

待定合同审批：搜索和审批合同。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合同待审批通知 当提交新合同供演员批准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批准合同页 提供用于批准或拒绝合同的表单。

我的待定合同批准 提供待定合同批准的个性化列表以及指向批准页面的链
接。

任务：搜索、查看和编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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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任务提醒通知 当任务在其活动日期和时间之前或之后（例如，默认情
况下为 1小时）超过定义的阈值时，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提醒。

账户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帐户视图，包括联系人和指向联系
人详细信息的链接。

联系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联系人的只读视图。

“编辑任务”页 提供用于向任务提交编辑内容的表单。

我的未完成任务页面 提供个性化的任务列表。

“任务详情”页 提供任务视图和用于打开编辑页面的按钮。

添加选择列表的值表

由于 Salesforce架构的性质，并非所有数据都作为表实体提供。使用 picklistvalue表可以查看每个 Salesforce对
象的选择列表及其所有选项。

1. 打开 Salesforce微应用并导航到页面构建器。
2. 选择 S elect组件并将其拖动到字段中。
3. 在选择属性下，清除映射到数据列切换开关。这允许您查看所有 Salesforce对象。
4. 从 “数据表”菜单中选择 picklistvalue。
5. 选择编辑筛选器以打开数据筛选器。
6. 选择需要数据的对象和字段。选择所有条件必须匹配并保存以关闭筛选器。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设置筛选器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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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此屏幕截图显示了我们正在尝试访问的数据库对象和字段：

7. 完成此组件的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页面生成器组件。

集成 ServiceNow

December 5, 2022

与 ServiceNow集成以提交和监控请求，并使用 Citrix Workspace从任何设备、内部网或信使采取措施。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ServiceNow集成模板供您使用。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HTTP
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每个集成的设置过程都是相同的。有关每个集成中可用的微应用的
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ServiceNow微应用。

使用以下过程启用 ServiceNow集成。确保满足先决条件、启用 API访问权限并为专用用户分配角色。完成此过程后，
您现有的审核日志记录级别将保留，包括使用 Citrix Microapps执行的任何操作。

此集成使您能够：

• 在工作区体验中创建任务。该解决方案根据当前登录的用户向 API请求添加一个 “opened_by”参数。如果在
维修操作参数设置中明确定义了 “opened_by”参数，它将替换默认值

• 批准微应用内的请求。该解决方案将 user_name设置的句子 “批准”状态添加到备注字段中，以标识执行批准
的人员

• 从微应用创建新的服务目录请求。该解决方案根据当前登录的用户将 “requested_in”参数添加到 API请求

有关开箱即用的 ServiceNow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 ServiceNow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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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您管理组织的 ServiceNow实例以设置集成。

工作区用户需要为完成服务操作分配适当的角色。正确的角色取决于您的 ServiceNow配置。

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您必须具备以下详细信息：

• 基本 URL：这是您的实例 URL。您必须输入您的实例基本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 { cloud-id }中的客
户 ID替换为您的客户 ID。

• 授权 URL：将示例 { customer-id }中的客户 ID替换为您的客户 ID，https://{ customer-id
} .service-now.com/oauth_auth.do这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

• 令牌URL将示例 { customer-id }中的代码替换为您的客户 ID：https://{ customer-id } .
service-now.com/oauth_token.do。这是访问授权令牌的 URL。

• 用户名：这和密码是有权访问 ServiceNow中完整表结构和所有表的服务帐户的凭据。
• 密码：此和用户名是有权访问 ServiceNow中完整表结构和所有表的服务帐户的凭据。
• 客户端 ID：您可以通过在 ServiceNow帐户中注册OAuth客户端来收集客户端 ID。对于服务身份验证和服务
操作身份验证，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是相同的。

• 客户端密钥：您可以通过在 ServiceNow帐户中注册 OAuth客户端来收集客户端密钥。对于服务身份验证和
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是相同的。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 获取新的 oauth2 client_id和 client_secret并定义客户端应用程序的范围。

•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ServiceNow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
再次输入凭据。按照 ServiceNow单点登录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新的HTTP集成权限

您的 ServiceNow管理员帐户必须对我们在集成中获取的所有表具有读取权限。请参阅下面的列表：

• change_request
• 事件
• 问题
• sc_cat_item
• sys_user
• task
• cmn_位置
• core_公司
• sc_req_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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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_request
• sys_journal_field
• sys_user_委托人
• sys_user_group
• sys_user_has_role
• sys_user_role
• sys_user_role _包含
• sys批准 _批准者
• sys_choice
• sc_item_option_mtom

重要

信息管理 HTTP集成的 ServiceNow管理员帐户必须将时区设置为 GMT。这是纠正Workspace中和增量数
据同步中的时间处理所必需的。如果发现任何时间不匹配，请首先检查这些设置以解决问题。

ServiceNow角色

我们建议使用以下 ServiceNow角色：

• 批准 _admin
• itil
• 个性化 _选择
• snc_read_only

旧版集成特权

此 ServiceNow管理员帐户必须具有完整的数据访问权限。如果您选择使用单独的 ServiceNow帐户进行微应用集
成，则需要手动添加对受限表的读取权限，例如 sys_journal_field。具体而言，管理员需要访问以下表格，因为它们
包含有关 ServiceNow数据结构的信息：

• sys_db_object
• sys_字典
• sys_choice

为所需表启用 API访问

默认情况下，大多数 ServiceNow 表都可以通过 Web 服务进行访问。要确认是否可以通过 Web 服务访问要与
Workspace同步的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立即登录 ServiceNow。
2. 选择 “系统定义”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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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确认的表名旁边的信息图标。选择打开记录。选择应用程序访问选项卡，并确保启用 “允许通过Web服
务访问此表”复选框。

4. 如有必要，请选中该复选框，然后单击更新以保存设置。

添加回调URL

向实例配置添加自定义 URL，以授予对私有数据的访问权限并启用经 OAuth身份验证的用户操作。

注意

URL的这一部分 { yourmicroappserverurl }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
tenantID } .{ region(us/eu/ap-s)} .iws.cloud.com。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ServiceNow。

2. 导航到系统OAuth >应用程序注册表，然后选择新建。

3. 选择为外部客户端创建OAuth API端点。

4. 在以逗号分隔的重定向 URL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
callback

确保未选择需要 PKCE。

5. 单击 Submit（提交）。

筛选查询

大多数 ServiceNow实体都支持筛选。表 API GET方法的 sysparm_query URL参数允许过滤。选择预定义的查询
或编写自己的自定义查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erviceNow REST API参考和产品文档。

注意

如果查询或其任何部分无效，则会忽略无效部分，如 ServiceNow文档中所述。

示例：

1 // Only Active objects:
2 active=true
3
4 // Updated in the last 2 days:
5 sys_updated_onONLast%20day@javascript:gs.daysAgoStart(1)@javascript:gs.

daysAgoEnd(0)
6
7 // Updated in the last 3 hours: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244

https://docs.servicenow.com/bundle/madrid-application-development/page/build/applications/concept/api-rest.html


微应用

8 sys_updated_onONLast%20hour@javascript:gs.hoursAgoStart(2)@javascript:
gs.hoursAgoEnd(0)

9
10 // Updated in the last 4 months:
11 sys_updated_onONLast%20month@javascript:gs.monthsAgoStart(3)@javascript

:gs.monthsAgoEnd(0)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ServiceNow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
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我们提供了两个 ServiceNow集成模板供您使用。
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

添加 ServiceNowHTTP集成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 ServiceNowHTTP集成。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对
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这种较新的 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ServiceNow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替换为您的客户 ID。
• 从图标库中选择一个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的 ServiceNow图标。

• 如果要创建本地连接，请启用本地实例切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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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 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使用 OAuth 2.0
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资源所有者密码。提供正确的凭据以授权资源服务器提供访问令牌。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c) 输入您的令牌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 替换为客户 ID：https://{
customer-id } .service-now.com/oauth_token.do。这是访问授权令牌的 URL。

d) 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这些是有权访问 ServiceNow中完整表结构和所有表的服务帐户的凭据。

e)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f)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g) 输入您的标题前缀。（可选）如果您的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h) 如果您选择了OAuth 2.0身份验证方法，则可以选择 +添加参数以包含访问令牌参数。如有必要，访问
令牌参数可根据目标应用程序授权服务器的要求定义访问令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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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d) 输入您的授权 URL或简单地将示例 { customer-id }中的客户 ID替换为您的客户 ID，https:

//{ customer-id } .service-now.com/oauth_auth.do这是在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
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

e) 输入您的令牌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 替换为客户 ID：https://{
customer-id } .service-now.com/oauth_token.do。这是访问授权令牌的 URL。

f)（可选）输入您的范围以定义访问请求的范围。此字符串由授权服务器在设置目标集成应用程序时定义。
g) 输入您的 客户 ID。客户端 ID 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通过在

ServiceNow帐户中注册 OAuth客户端来收集此信息和秘密信息。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
回调URL。

h)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i)（可选）如果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j) 如果您选择了OAuth 2.0身份验证方法，则可以选择 +添加参数以包含访问令牌参数。如有必要，访问
令牌参数可根据目标应用程序授权服务器的要求定义访问令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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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可选）如果要为此集成激活速率限制，请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并设置每个时间间隔的请求数。

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9. 选择保存。

添加旧版集成

按照以下说明设置旧版基于 Java的 ServiceNow集成。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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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打开 “管理集成”页面。

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选择 ServiceNow磁贴。

4. 输入集成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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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作为先决条件收集的连接器参数。

• 输入你的URL。

•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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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一种身份验证方法。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

• 对于 Oauth 2.0，输入您在先决条件过程中收集的OAuth客户端 ID和OAuth客户端密钥。

• 输入 ServiceNow连接数的数量。此值确定数据同步启动的字符串数。

注意：
默认连接数为三个。打开更多连接可以减少数据同步的时间，但会增加微应用服务器的负载并影响其
性能。如果你需要，我们建议不超过 10个。

• 如果要获得例如已关闭的请求或设置为的其他 数据的列表，请选择 “下载非活动数据” 单选按钮
active = false。

6.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ServiceNow HTTP连接器规范或 ServiceNow连接器规范。

使用 ServiceNow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ServiceNow集成模板供您使用。我们建议在大多数用例中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而不是旧
的基于 Java的集成。它们包含的微应用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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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ServiceNow微应用

我们的 HTTP ServiceNow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变更请求：搜索变更请求、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注释并更新它们。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已分配更改请求通知 将现有变更请求分配给用户后，他们会收到通知。

变更请求工作负责人更改（打开者）通知 当更改请求的受理人发生更改时，为其创建该请求的用
户会收到通知。

变更请求受理人变更（请求者）通知 当更改请求的受理人发生更改时，发出该请求的用户会
收到通知。

更改请求状态更改（分配给）通知 修改更改请求的状态后，分配该请求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更改请求状态更改（打开者）通知 修改更改请求的状态后，打开该请求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更改请求状态更改（请求者）通知 修改更改请求的状态后，为其创建该请求的用户会收到
通知。

已分配新变更请求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的变更请求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更改请求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变更请求的只读视图。

评论更改请求页面 提供对变更请求进行评论的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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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我的未结更改请求”页 允许用户搜索分配给他们、由他们请求或由他们打开的
打开的更改请求。

“更新更改请求”页 提供用于更新变更请求的表单。

事件：搜索事件、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评论和更新事件。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事件分配通知 将现有事件分配给用户后，他们会收到通知。

事件受理人变更（呼叫者）通知 当事件的受让人发生更改时，报告该事件的用户会收到
通知。

事件受让人变更（打开者）通知 当事件的受让人发生更改时，打开该事件的用户会收到
通知。

事件状态更改（分配给）通知 修改事件的状态后，分配给该事件的用户将收到通知。

事件状态更改（呼叫者）通知 修改事件的状态后，报告事件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事件状态更改（打开者）通知 修改事件的状态后，打开事件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已分配新事件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事件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评论事件表单页 提供对事件进行评论的表单。

事件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事件的只读视图。

我的开放事件页面 允许用户搜索分配给他们、他们请求或由他们报告的开
放事件。

“更新事件”页 提供用于更新事件的表单。

问题：搜索问题、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评论并更新问题。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问题分配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问题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问题已分配通知 将现有问题分配给用户后，他们会收到通知。

问题受让人更改（打开者）通知 更改问题的受让人时，打开问题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问题状态更改（分配给）通知 修改问题的状态后，分配问题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问题状态更改（打开者）通知 修改问题的状态后，打开问题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评论问题页 提供对问题进行评论的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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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我的开放问题”页 允许用户搜索分配给他们或由他们打开的未解决问题。

问题详情页 提供问题的只读视图及详细信息。

“更新问题”页 提供用于更新问题的表单。

请求批准：搜索和查看待定批准，然后批准或拒绝它们。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批准请求（请求的项目）通知 将请求或更改请求的批准分配给用户后，他们会收到可
以批准或拒绝的可操作通知。

新批准请求（问题）通知 将问题的批准分配给用户后，他们会收到可以批准或拒
绝的可操作通知。

待处理请求批准页 允许用户搜索分配给他们的待处理批准。

请求批准详情页面 提供待批准的可操作视图，其中包含他们可以批准或拒
绝的详细信息。

提交更改请求：选择项目并提交新的变更请求。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提交更改请求”页 提供用于提交变更请求的表单。

提交委托：提交新委托。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提交委托”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委托人的表单。

提交事件：提交新事件。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提交事件”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事件的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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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问题：提交新问题。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提交问题”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问题的表单。

基于 Java的 ServiceNow微应用

我们基于 Java的 ServiceNow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批准：搜索和查看待定批准，然后批准或拒绝它们。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批准请求通知 当向用户分配新的批准请求时，他们会收到可以批准或
拒绝的可操作通知。

批准请求详情页面 提供待批准的可操作视图，其中包含他们可以批准或拒
绝的详细信息。

待处理请求页 允许用户搜索分配给他们的待处理批准。

变更请求：搜索变更请求、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注释并更新它们。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已分配更改请求通知 将现有变更请求分配给用户后，他们会收到通知。

变更请求受理人更改通知 更改请求的受理人发生更改后，打开该请求的用户会收
到通知。

更改请求状态更改通知 修改更改请求的状态后，打开该请求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已分配新变更请求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的变更请求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更改请求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变更请求的只读视图。

评论更改申请表页 提供对变更请求进行评论的表单。

“我的未结更改请求”页 允许用户搜索分配给他们的打开的更改请求。

“更新更改请求表单”页 提供用于更新变更请求的表单。

事件：搜索事件、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评论和更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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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事件分配通知 将现有事件分配给用户后，他们会收到通知。

事件受理人变更通知 当事件的受让人发生更改时，打开该事件的用户会收到
通知。

事件状态更改通知 修改事件的状态后，打开事件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已分配新事件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事件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评论事件表单页 提供对事件进行评论的表单。

事件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事件的只读视图。

我的开放事件页面 允许用户搜索分配给他们的开放事件。

“更新事件表单”页 提供用于更新事件的表单。

问题：搜索问题、查看其详细信息、添加评论并更新问题。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问题分配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问题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问题已分配通知 当问题的受让人发生变化时，受让人会收到通知。

问题受让人变更通知 更改问题的受让人时，打开问题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问题状态更改通知 修改问题的状态后，打开问题的用户会收到通知。

评论问题表单页 提供对问题进行评论的表单。

“我的开放问题”页 允许用户搜索分配给他们的未解决问题。

问题详情页 提供问题的只读视图及详细信息。

“更新问题表单”页 提供用于更新问题的表单。

提交目录请求：选择商品并提交新的目录请求。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选择项目”页 允许用户搜索目录并选择可用项目。

“提交目录请求”页 提供用于提交目录请求的表单。

提交更改请求：提交新的变更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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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提交更改请求”页 提供用于提交变更请求的表单。

提交委托：提交新委托。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提交委托”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委托人的表单。

提交事件：提交新事件。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提交事件”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事件的表单。

提交问题：提交新问题。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提交问题”页 提供用于提交新问题的表单。

集成 Slack

December 1, 2021

部署 Slack集成，为可能不是流量密集但需要其成员注意的关键渠道提供额外的监控功能。为了定制适用于特定组或部
门的渠道，请使用多种集成。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有关适用于 Slack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Slack。

查看必备项

这些是您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中输入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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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URL：https://slack.com/api
• 授权URL：https://slack.com/oauth/authorize
• 令牌URL：https://slack.com/api/oauth.access
• 频道 ID：您在 Slack中创建新的收藏夹频道时收集此信息。修改终端节点和服务操作时需要使用此选项。请参
阅创建收藏夹频道和收集频道 ID。

• OAuth访问令牌：在设置集成模板时，您可以将其作为令牌值输入。您在创建机器人时收集此令牌、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钥。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帐号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Slack 实例。我们建议创建具有完全管理员权限的专用用户帐户。在此处注册：https:
//slack.com/get‑started#/create。

启用 API

可以向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推荐以下内容：

• 每个链接的 Slack API限制：https://api.slack.com/docs/rate‑limits#overview
• Slack API层：https://api.slack.com/docs/rate‑limits
• Slack API计划：只有一个提供

创建机器人

机器人是与用户互动的 Slack应用，能够发布、接收和回复来自用户的消息。创建 Slack应用程序，然后选择要添加到
应用程序的范围。

1. 导航到 Slack Management UI并创建一个应用程序（如果尚未创建）：https://api.slack.com/apps
2. 输入应用程序名称，然后选择将安装该应用程序的开发 Slack工作区。
3. 选择创建应用程序。
4. 在基本信息下，复制以下应用程序凭证信息：

• 客户端 ID
• 客户端密码

5. 导航到左侧边栏中功能下的OAuth和权限。
6. 在 “范围/机器人令牌范围” 下，选择 “范围” 部分下的 “添加 OAuth 范围” 磁贴，确保将范围添加到 Bot
令牌，而不是您的用户令牌。添加这些范围：channels:history channels:join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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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groups:history groups:read mpim:history mpim:read team:read users.
profile:read users:read users:read.email

7. 在 “重定向URL”下，对于以下每个回调，选择 “添加新的重定向URL”，输入值，然后选择 “完成后保存URL
”。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
callback

安装 Slack应用

将应用安装到 Slack工作区以测试您的应用并生成与 Slack API交互所需的令牌。

1. 导航到左侧边栏 “设置”下的 “安装应用”。
2. 选择将应用安装到工作区，确保允许该应用在频道和对话中执行操作，然后选择允许。
3. 复制机器人用户OAuth访问令牌。

创建收藏夹频道并收集频道 ID

创建用于跟踪收藏夹的频道。您需要从此频道的 URL中收集频道 ID才能修改集成。

注意：

如果使用多个 Slack集成，请为每个集成使用单独/专用的收藏夹频道。

1. 在 Slack中创建一个名为 “收藏夹”的新频道。
2. 选择添加 {SlackworkSpacenName}的所有成员
3. 复制频道链接。将 ID保存在 URL的末尾。这是您修改终端节点和服务操作所需的频道 ID。请参阅修改终端节
点和服务操作。

将 Bot添加到焦点和最喜欢的频道

现在，将 Bot（Slack应用）添加到您想要向订阅该应用程序和上面创建的喜爱频道的团队公开的任何频道中。请注意
以下事项：

• 不要在嘈杂的频道中添加机器人。应将机器人添加到在选定群组内用于不频繁且时间紧迫的通信的渠道中，例如
销售组的紧急销售问题或普通员工的 IT安全。

• 多个集成可以指向同一个 Slack应用程序。
• 保持频道列表专注于特定群组。
• 我们只建议将 Bot添加到公共频道。将机器人添加到私人频道可能会允许其他人查看私有频道的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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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Slack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
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将提供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其中包含预先配置的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Slack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slack.com/api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不记名令牌并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
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6. 输入令牌。此值是您在创建机器人时收集的机器人用户 OAuth访问令牌。请参阅创建机器人。

7.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这将在维修操作级别进行身份验证。身份验
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选择授权类型流程菜单的授权码。
c) 为授权类型值输入授权 _code。
回调URL已预先填充。

d)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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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 URL编码表单。
授权 URL 已预先填充：https://slack.com/oauth/authorize。令牌 URL 已预先填充：
https://slack.com/api/oauth.access。

f) 确保为 Scope 输入以下内容：channels:history channels:join channels:read
groups:history groups:read mpim:history mpim:read team:read users.
profile:read users:read users:read.email

g) 输入您在创建机器人中获得的客户端 ID。
h) 输入你在创建机器人中获得的客户端密钥。

8. 启用 “请求速率限制”开关，然后在 “每秒请求数”中输入 1。

9. 在请求超时字段中输入 120。

10.（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1. 选择保存。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现在，按照下一个过程中的说明，通过添加 channel
值来修改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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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终端节点和服务操作

要完成此设置，您需要在创建收藏夹频道和收集频道 ID中使用频道 ID收集的频道 ID添加 channel值。修改 “收藏
夹频道”端点以及 “收藏夹”频道和 “取消收藏”服务操作。

替换数据加载端点

在 “最喜欢的频道”端点中使用频道 ID手动添加 channel值。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 Slack集成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将打开 “数据加载”屏幕。如果您在配置屏
幕中，请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加载。

2. 选择 “最喜欢的频道”端点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 “编辑”，或者选择端点的名称：“最喜欢的频道”。

3. 在 “编辑数据端点”屏幕的 “完全同步”下，在频道的值字段中输入频道 ID。

4. 选择屏幕底部的应用并确认。

替换维修操作变量

对于 “收藏”频道和 “取消收藏”服务操作，您必须为两个服务操作手动添加两次频道 ID channel值。一次在 “操作
执行”下，一次在 “发布操作数据更新”下（可选）。

1. 编辑集成配置时，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服务操作。

2. 选择需要编辑的其中一个服务操作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或者选择需要编辑的维修操作的名称。让我们从
收藏夹频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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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编辑服务操作”屏幕的 “操作序列”下，然后在 “操作执行”下，选择 BOD

4. 在频道的值字段中输入频道 ID。

5. 在发布操作数据更新（可选）下，再次在频道的值字段中输入频道 ID。

6. 选择保存以完成操作。

7. 现在对另一个维修操作重复此步骤：取消收藏。用你的频道 ID添加两次 channel值。一次在 “操作执行”下，
一次在 “发布操作数据更新”下（可选）。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Slack连接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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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lack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最喜欢的频道：接收收收藏夹频道中的活动通知。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频道列表页面 提供收藏频道的列表，以及添加频道的选项。

频道详情页 查看收藏频道的详细信息，包括过去的帖子。包括用于
发布消息和取消收藏频道的按钮选项。

“消息详情”页 查看收藏频道的消息详细信息以及发件人的详细信息。
包括竖起大拇指和在 Slack中查看回复的按钮选项。

发布消息页面 提供用于撰写的表单和用于将消息发布到收藏频道的按
钮。

添加频道详情页面 查看频道的详细信息，包括成员。包括用于添加到收藏
夹的按钮选项。

添加频道列表页面 提供可搜索的频道列表，以及在频道详情页面上查看详
细信息的选项。

发布到 Slack：在 slack中向选定的焦点频道发布消息。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发布新消息页面 提供用于撰写和发布消息的表单。

设置我的 Slack状态：设置松弛状态，创建提醒，并在设定的时间内启用 “请勿打扰”。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提醒页面 提供用于设置提醒的表单。

暂停通知页 提供一个表单，用于将通知暂停一段时间。

设置我的 Slack状态页面 提供用于设置状态的表单，其中包含 “设置提醒”和 “
请勿打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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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Smartsheet

December 1, 2021

部署 Smartsheet集成以管理工作表、讨论、更新请求和附件。

有关适用于 Smartsheet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Smartsheet微应用。

注意：

此 Smartsheet集成模板在 Citrix Labs类别中发布。这样一来，根据最初的客户反馈，该功能就会成熟。对于
Citrix Labs模板，不承诺提供支持，开发人员会尽最大努力提供支持。Citrix Labs集成模板是出于测试/验证的
目的而共享的。我们不建议在生产环境中部署它们。Citrix Labs模板在单独的部分中列出。衷心期盼您的反馈信
息！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论坛。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管理员将成为组织的 SmartSheet集成设置的一部分。此 Smartsheet管理员帐户必须对所有用户
和工作表信息具有完全读取权限。

与 Smartsheet设置此集成后，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URL：https://api.smartsheet.com/
• 授权URL：https://app.smartsheet.com/b/authorize
• 令牌URL：https://api.smartsheet.com/2.0/token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器时将其作为
应用程序密钥收集。

• Secret：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器时将其作为应用
程序密钥收集。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Blackboard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入
凭据。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创建一个服务账号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Smartsheet实例，因此我们建议创建一个专用的用户帐户。此帐户必须对您的服务帐户具有以
下权限：完全管理员权限。您可以使用 https://admin.smartsheet.com查看权限/特权。

创建服务帐户,在这里注册: https://app.smartsheet.com/b/signup. 确保付费帐户可用于创建新的服务帐户。

如果在设置新服务帐户时出现问题,请联系相应的销售支持团队或客户支持团队: https://www.smartsheet.com/
contact/sales?fts=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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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访问

可以对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 推荐计划：商务
• Smartsheet API限制表单链接：https://smartsheet‑platform.github.io/api‑docs/#rate‑limiting

默认情况下，Smartsheet API在开源中可用。

配置OAuth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Smartsheet集成读取数据。

1. 导航到 https://developers.smartsheet.com/register/并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管理员电子邮件。
2. 选择注册开发者帐户。
3. 在服务帐户管理员收件箱中检查来自 Smartsheet的电子邮件。
4. 选择链接。您将被导航到 https://app.smartsheet.com。
5. 将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您创建新的应用程序。选择开发人员资料部分下的创建新应用程序。
6. 填写必填字段，包括应用程序名称、描述、URL和联系/支持电子邮件。
7. 在重定向 URL字段中输入此应用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8. 选中发布应用程序复选框，然后选择保存。
9.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您可以在配置集成时将其用于服务身份验证。

配置OAuth客户端

将 OAuth客户端配置为通过 Smartsheet集成将数据写回。

1. 如上面的步骤 5所示，选择开发人员资料部分下的创建新应用程序。
2. 填写必填字段，包括应用程序名称、描述、URL和联系/支持电子邮件。
3. 在重定向 URL字段中输入此应用的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4. 选中发布应用程序复选框，然后选择保存。
5.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您可以在配置集成时将其用于维修操作身份验证。
6. 选择 “关闭”。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Smartsheet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
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将提供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其中包含预先配置的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
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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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SmartSheet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头。
c) 授权URL是预先填写的：https://app.smartsheet.com/b/authorize
d)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api.smartsheet.com/2.0/token
e) 确保为范围输入以下内容：ADMIN_SHEETS ADMIN_USERS READM_SHEETS READ_SHEETS

READ_US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在配置 OAuth
服务器时将其作为 clientID收集。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将其作为 S ecret收集。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头。
c) 授权URL是预先填写的：https://app.smartsheet.com/b/authorize
d)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api.smartsheet.com/2.0/token
e) 确保为范围输入了以下内容：ADMIN_SHEETS ADMIN_USERS共享 _表格WRITE_SHESTE_SHESTES
创建 _表格 ADMIN_WORKSPACES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在配置 OAuth
客户端时将其作为 clientID收集。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将其作为 S ecret收集。

7. 启用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切换按钮。在请求数中输入 300，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分钟。
8. 默认情况下，请求超时设置为 120。
9.（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0. 选择保存以继续。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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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由于 API调用限制，增量同步设置为仅保留 “列出组织表”、“列出组织讨论”和 “获取所有组织发送更新请求”。其余端
点将作为完全同步的一部分触发。

我们建议将完全同步间隔设置为每日，将增量同步间隔设置为每 5分钟，以便定期将数据从 Smartsheet刷新到微
应用平台并及时接收通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注意：

分页限制设置为 100。管理员可以根据 API扩展此限制。

要加载的最大页数变量的默认值设置如下所示：

端点名称 值

列出组织表 50

列出群组 10

列出组织讨论 10

获取所有组织发送的更新请求 10

列出工作表 50

获取工作表 10

列出工作表份额 10

列出群组 50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Smartsheet连接器规范。

使用 Smartsheet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访问表格：查看工作表、将工作表共享给许可或未获得许可的用户或组、将工作表添加为收藏夹，以及允许用户查看他
们的单个工作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查看所有表格页面 允许用户搜索可共享和不可共享的工作表。

可共享工作表详细信息页 提供将工作表添加为收藏夹、查看工作表、与获得许
可/未许可的用户或组共享工作表的可操作视图。

不可共享的工作表详细信息页 提供将工作表添加为收藏夹并查看工作表的可操作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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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可共享组表详细信息”页 提供将工作表添加为收藏夹、查看工作表、与获得许
可/未许可的用户或组共享工作表的可操作视图。

不可共享的组表详细信息页面 提供将组表添加为收藏夹和查看组工作表的可操作视图。

创建工作表：使用字段和选项（例如工作表名称）创建新工作表，输入列标题，选择列类型，然后选择主列。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工作表页 提供用于创建新工作表的表单。

讨论：只要有对讨论主题的回复，就会向讨论创建者生成通知。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您的讨论通知中添加了新评论 将回复或评论添加到现有讨论时，讨论创建者会收到通
知。

讨论详情页面 提供用于回复讨论话题和查看以前评论的表单。

我的更新请求：查看已发送和已接收的更新请求，其中包含发送到、发送者、主题和状态等详细信息。此外，当用户向
收件人发送更新请求时，收件人会收到通知。更新请求完成后，发件人将收到完整的通知。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Smartsheet更新请求已收到通知 当请求者请求更新请求时，收件人会收到通知。

Smartsheet更新请求已完成通知 收件人完成更新请求后，请求者会收到通知。

“所有更新请求”页 允许用户搜索已发送和已接收的更新请求。

已发送更新请求详情页面 使用删除更新请求和视图表功能，提供已发送更新请求
的可操作视图。

已收到更新请求详情页 提供具有视图表功能的收到的更新请求的只读视图。

已完成更新请求详情页面 提供具有视图表功能的已完成更新请求的只读视图。

将 Smartsheet作为附件发送：将智能表作为附件（PDF或 Excel）发送，其中包含 “收件人电子邮件”、“主题”和
“消息”等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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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查看所有表格页面 允许用户搜索他们拥有的工作表。

作为电子邮件发送详情页 提供可操作的视图，以附件（PDF或 Excel）的形式发
送带有主题和/或消息的智能表。

与管理员共享：由非管理员用户用来将他们的工作表共享给具有仅查看权限的管理员，以及解锁访问表、我的更新请求、
讨论等其他功能，以及接收相应的通知。与管理员共享工作表，以便为你解锁Workspace中的其他 Smartsheet操
作和通知，包括：更新请求操作/通知、讨论通知和查看工作表。

注意：

在此微应用中，有一个名为 “将工作表共享给管理员”的页面，其中包含一个名为 Admin Email的 Select组
件（最终用户不可见）。此组件用于与组织的管理员帐户共享用户表。此管理员帐户与您在上一步中设置的服务帐
户相同。如果您的组织有多个服务/管理员帐户，请确保将此管理员电子邮件选择组件指向正确的帐户，以确保此
微应用正常运行。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查看所有表格页面 允许用户搜索他们的工作表并根据需要与管理员共享。

将工作表共享到管理员详情页 提供可操作的视图，以便与具有仅查看权限的管理员共
享工作表，并向已共享的工作表添加注释。

与管理员共享的工作表页 与管理员共享工作表时提供用户确认消息。

开始讨论：在工作表级别开始讨论。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开始讨论页 提供可操作的视图，以便在工作表级别启动讨论。

集成 SocialChorus

December 1, 2021

部署 SocialChorus集成以传达管理层的重要公告，并通过不同渠道在员工之间共享文章、链接和笔记等内容。不显示
任何图像或媒体。

用户可以查看过去 7天在推荐频道中发布的内容。使用适当的选择，用户可以查看在各个频道中发布的所有精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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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还可以查看过去五天内在其关注频道中发布的所有内容。与内容相关的所有详细信息（例如标题、摘要、正文和发
布日期）都显示在各个页面上。只需单击按钮，即可在测试实例中查看已发布的内容。

在 SocialChorus中分配了项目经理角色的用户使用 SocialChorus管理频道 UI将频道标记为推荐频道或将文章设
置为精选文章。例如，这些沟通渠道可能来自高级管理层，或者是某个用户组或所有用户感兴趣的专题文章。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有关我们的 SocialChorus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SocialChorus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您将需要以下工件：

• 基本 URL：https://partner.socialchorus.com/
• 令牌 URL：https://auth.socialchorus.com/oauth/token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请联系您的社交合唱团客户代表以获
取客户 ID和客户机密。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此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SocialChorus实例，因此我们建议创建一个专用用户帐户。此服务帐户必须具有完全的管理
员权限和权限。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
大安全合规性。

启用 API

默认情况下，SocialChorus API是通过网络服务为付费帐户启用的。这可能需要与供应商单独签订协议。可以向特定
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我们建议您查看 SocialChorus API指南：SocialChorus API指南。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SocialChorus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
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
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社交合唱区块。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271

https://podio.com/webforms/25555478/1899872
https://discussions.citrix.com/forum/1817-socialchorus-microapps-integration/
https://discussions.citrix.com/forum/1817-socialchorus-microapps-integration/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set-up-template-integrations/integrate-social-chorus.html#use-socialchorus-microapps
https://partner.socialchorus.com/guidance


微应用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 https://partner.socialchorus.com/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客户端凭据。
b) 已为授权类型值输入 client_credentials。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题。
d)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 URL编码表单。
e) 输入令牌 URL：https://auth.socialchorus.com/oauth/token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当你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你会收集这个和密钥。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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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访问令牌参数留空。

7. 启用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在请求数中输入 1000，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分钟。

8. 在 “请求超时”字段中，输入 120。

9.（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0. 选择保存以继续。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SocialChorus连接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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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ocialChorus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我们的
SocialChorus集成带有以下两个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这两个微应用都会检索过去 7天的内容：

重要通讯：搜索和查看过去 7天内发布的推荐渠道的重要通讯。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更改推荐频道（精选）通知 当推荐频道下的特色内容磁贴、摘要、正文或精选标签
发生变化时，所有订阅者都会收到通知。通知自创建日
期起 7天过期。

更改推荐频道（非精选）通知 当推荐频道下的非专题内容磁贴、摘要或正文发生变化
时，所有订阅者都会收到通知。通知自创建日期起 7天
过期。

新推荐文章（精选）通知 在推荐类型频道中发布新的精选文章时，所有订阅者都
会收到通知。通知自创建日期起 7天过期。

新推荐文章（非精选）通知 当在推荐类型频道中发布新的非专题文章时，所有订阅
者都会收到通知。通知自创建日期起 7天过期。

查看内容页面 提供过去 7天内在推荐频道中发布的文章的完整列表。

内容详情页面 提供用于查看文章的详细表单，使用 “在博客中阅读”
选项在 SocialChorus中打开文章。

最新文章：搜索和查看过去 7天内发布的订阅频道中的内容。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查看内容页面 提供过去 7天内在订阅频道中发布的文章的完整列表。

内容详情页面 提供用于查看文章的详细表单，使用 “在博客中阅读”
选项在 SocialChorus中打开文章。

特色内容：使用此微应用从订阅的频道获取最近精选的通讯内容。用户可以在 Citrix Workspace中搜索、查看图像和
阅读内容。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查看内容”页 提供一个包含所有精选内容的表格，用户可以在其中查
看所有已订阅频道的内容。用户可以根据作者和频道名
称对表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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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内容详情页面 查看与此页面中所选内容相关的所有详细信息，包括标
题、内容摘要、发布日期和作者。用户还可以通过选择
在博客中阅读来阅读 SocialChorus实例中的内容。

集成 SolarWinds

December 1, 2021

与 Solarwinds集成以提交和监控票证、服务请求，并通过 Citrix Workspace采取行动。更高级别的工程师可以更新
票证和服务请求。

衷心期盼您的反馈信息！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论坛。

有关适用于 SolarWinds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SolarWinds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管理员是组织 SolarWinds集成设置的一部分。

要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您需要以下工件：

• 基本URL：https://{ AccountName } .samanage.com。请参阅查找或更改帐户名称。
• API密钥值：输入 API密钥参数时，此值用于 Value。请参阅收集 API令牌。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用户帐户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SolarWinds实例。我们建议创建一个具有以下权限的专用用户帐户：

• 角色：管理员

收集 API令牌

SolarWinds管理员需要收集 API密钥令牌。输入 API密钥参数时，您可以在 “值”字段中输入此项。

1. 使用具有帐户管理员访问权限的帐户登录 SolarWinds客户门户。
2. 在屏幕左侧，导航到 “设置” > “用户和组” >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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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将用于集成的具有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名。
4. 在 JSONWeb令牌旁边，选择显示令牌。
5. 复制并保存令牌值，以便以后在配置集成时用作 API密钥值，如下一节所示。

查找或更改帐户名

要查找或更改您的帐户名称，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使用具有帐户管理员访问权限的帐户登录 SolarWinds客户门户。
2. 在屏幕左上角的用户菜单中，选择我的帐户。
3. 复制或分配帐户名称的值。此值将用于基本 URL：https://{ AccountName } .samanage.com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SolarWinds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
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
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SolarWindsn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 API密钥。API密钥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最高的安全合规性。

a) API密钥方法选择标题，为名称输入 X‑Samanage授权。
b) 对于 Value，输入您之前收集的 API密钥值。

6. 将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开关保留为禁用状态

7. 将请求速率限制开关保留为禁用状态。

8. 将 “请求超时”留空。

9.（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0. 选择保存以继续。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SolarWinds连接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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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olarWinds微应用

我们的 SolarWinds集成模板随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创建票证：创建新事件。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票证”页 提供用于创建新票证的表单。

删除票证：删除事件。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列出门票页面 提供用户请求的所有票证的摘要。

票证详情页面 提供票证的详细页面以及删除票证的选项。

我的已分配票证：查看分配的票证以更新票证和/或根据需要更改其状态。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已分配票证创建通知 创建新的已分配票证时，受让人会收到通知。

已分配 TT SLA阈值命中通知 达到 SLA阈值时，受让人会收到包含详细信息的通知。

分配票证状态已更改通知 当票证的状态发生变化时，受让人会收到通知。

我的已分配票证页面 提供用户分配的所有已分配票证的摘要。

票证详情页面 查看所选票证的详细信息，其中包含编辑票证和添加评
论的选项。

票证 SLA详细信息页面 查看票证的 SLA详细信息。

更新 Tick/更改状态页面 使用 “更新票证”选项查看和修改从通知中选择的票证
的详细信息。

我的开放票证：允许用户查看他请求的事件，并在需要时进行更新。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票证已创建通知 创建新票证时，请求者会收到通知。

TT SLA阈值命中通知 达到 SLA阈值时，请求者会收到包含详细信息的通知。

票证状态已更改通知 当票证的状态发生变化时，请求者会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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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我的打开门票页面 提供用户分配的所有已分配票证的摘要。

票证详情页面 查看所选票证的详细信息，其中包含编辑票证和添加评
论的选项。

票证 SLA详细信息页面 查看票证的 SLA详细信息。

更新/关闭票务页面 查看和修改从通知中选择的 TT的详细信息，以及更新
TT和解决 TT的选项。

我的未结服务请求：允许用户查看他的服务请求并在需要时更新它们。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服务请求已创建通知 创建新的服务请求后，请求者会收到通知。

服务请求 SLA阈值命中通知 达到 SLA阈值时，请求者会收到包含详细信息的通知。

服务请求状态已更改通知 当服务请求的状态发生变化时，请求者会收到通知。

我的服务请求页面 提供用户请求的所有打开的服务请求的摘要。

服务请求详细信息页 查看所选服务请求的详细信息，其中包含 “更新服务请
求”、“打开服务请求”和 “添加注释”的选项。

服务请求 SLA详细信息页 查看服务请求的 SLA详细信息。

更新/关闭服务请求页面 查看和修改从通知中选择的服务请求的详细信息，以及
更新服务请求和解决服务请求的选项。

服务目录请求：按名称搜索服务目录项或快速创建常用服务请求。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服务请求 提供一个表单，用于按名称搜索服务目录项并为其创建
请求，或者使用请求服务深度链接快速创建常见服务请
求。

集成 SAP SuccessFactors

December 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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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AP SuccessFactors集成，随时随地访问员工、技能和课程信息。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SuccessFactors集成模板供您使用。我们建议对 SAP SuccessFactors员工平台用例使用较
新的 SuccessFactors EC 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有关开箱即用的 SuccessFactors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 SuccessFactors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在 SAP SuccessFactors中设置此集成后，根据需要启用的集成类型，您需要这些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
应用中添加集成。完成此过程后，您现有的审核日志记录级别将保留，包括使用 Citrix Microapps执行的任何操作。

• 连接 SAP SuccessFactors所需的配置信息取决于你是否使用学习模块。
• 在预配实例中创建管理员用户。通常，SuccessFactors认证顾问会执行预配中的所有活动。为用户指定一个可
区分的名字。

•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SuccessFactors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
需再次输入凭据。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注意：

对于 SuccessFactors集成，速率限制适用于每分钟的请求数。这可能会影响测试实例。为避免出现问题，请将
速率限制设置为每秒 8次呼叫。有关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 SuccessFactors顾问以找出正确的最大请求速率值。

对于 SuccessFactors EC集成：

• 基本URL：您的基本 URL遵循此模型：https://{ tenant } .successfactors.{ region }
/odata/v2

• 用户名：您的唯一用户 ID。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请参阅收集您的公司 ID和客户 ID。
• 公司 ID：公司 ID是一个短字符串，用于标识每个 SAP SuccessFactors系统，例如组织的用户名。请参阅收
集您的公司 ID和客户 ID。

• 私钥：这是注册 OAuth2客户端时的 API密钥。请参阅注册 OAuth2客户端。
• OAuth URL： 这 是 模 板 中 生 成 的 应 用 程 序 URL， 遵 循 以 下 模 型：https://{ tenant } .
successfactors.{ region } /oauth。你需要这个来注册 OAuth2客户端。

对于 SuccessFactors HCM集成：

• API URL
• 公司编号
• 用户 ID（用户名）
• 客户端 ID（API密钥）
• 客户端私钥（加密私钥）

对于 SuccessFactors学习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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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 URL
• 学习型公司 ID
• 学习用户 ID
• 学习客户端 ID
• 学习客户端秘密

设置 SuccessFactors HCM集成

如果您需要设置基本的 SuccessFactors HCM集成或与学习模块的基本集成，请按照此过程进行操作。使用管理员用
户，您可以创建权限角色、创建权限组并将权限组分配给权限角色。

创建权限角色

要创建权限角色，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管理员用户登录 SAP SuccessFactors管理中心。
2. 搜索并选择 “管理权限角色”，然后选择 “新建”。
3. 输入有意义的角色名称，然后选择权限…。
4. 滚动到 “管理集成工具”，单击 “全选”，然后选择 “完成”。
5. 选择保存更改。

创建权限组

要创建权限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SAP SuccessFactors管理中心中，搜索并选择 “管理权限组”，然后选择 “新建”。
2. 输入有意义的组名。
3. 在 “选择组成员：人员池”下，选择类别用户名。
4. 输入专用用户的用户名，选中名称旁边的复选框，然后选择完成。
5. 再次选择 “完成”。

将新权限组分配给权限角色

要将新权限组分配给权限角色，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SAP SuccessFactors管理中心中，搜索并选择 “管理权限角色”，然后选择之前创建的权限角色。

2. 向下滚动以将此角色授予…然后选择添加…。

3. 在 “将此角色授予以下权限组…”下，单击选择…。

4. 搜索先前创建的组，选中名称旁边的复选框，然后选择完成。

5. 再次选择完成，然后选择保存更改。

您已将用户权限组分配给权限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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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OAuth2客户端

要注册 OAuth2客户端，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在 SAP SuccessFactors管理中心中，搜索并选择管理OAuth2客户端应用程序，然后选择注册客户端应用
程序。

2. 输入以下详细信息：

应用程序名称

应用程序 URL

3. 选择生成 X.509证书。

4. 输入公用名称 (CN)，然后选择生成。

5. 选择下载以下载 X.509证书的副本。客户端私钥作为加密私钥位于证书文件中。复制并保存此密钥。您可以在
配置集成时使用这些详细信息。

6. 选择注册。

新应用程序列在 “管理 Oauth2客户端应用程序”页面上。

7. 在操作下，选择查看。

8. 复制 API密钥并将其存储以供以后使用。

设置 SuccessFactors学习集成

如果您需要设置基本的 SuccessFactors与学习模块集成或仅设置学习模块的集成，请按照此过程进行操作。使用管理
员用户，您可以收集公司 ID和客户端 ID，然后生成新的客户端密钥。

收集你的公司 ID和客户 ID

要收集您的公司 ID和客户 ID，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为租户登录 SAP SuccessFactors学习管理环境。
2. 导航到系统管理员 >配置 > OAuth令牌服务器。
3. 在 “应用程序管理”屏幕上，复制公司 ID和客户端 ID并将其存储以供以后使用。

生成新的客户端密钥

要生成新的客户端密钥，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应用程序管理”屏幕上，选择 “生成新的客户端密钥”，然后选择 “确定”

新生成的客户端密钥填充在客户端 ID下方。

2. 复制客户端密钥并将其存储以供以后使用。

秘密没有存储。当您离开 OAuth令牌服务器页面时，密钥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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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回调URL

向实例配置添加自定义URL，以授予对私有数据的访问权限并启用经OAuth身份验证的用户操作。列出的第一个回调不
会改变。第二个回调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创建集成时可以在URL地址栏中找到。{yourmicroappserverurl}部分由租
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7BtenantID%7D.%7Bregion(us/eu/ap‑s)%7D.iws.cloud.com。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SuccessFactors，然后为此集成添加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external-services/com.
sapho.services.successfactors.SuccessFactorsService/auth/serverContext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添加 SuccessFactors EC集成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 SuccessFactors EC集成。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这种较新的 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集成下的 SuccessFactors EC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 tenant } .successfactors.{ region } /odata/
v2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 SAML 2.0成功因素。
b) 将 S cope留空。
c) 输入您的用户名。
d)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请参阅收集您的公司

ID和客户 ID。
e) 输入您的公司 ID。公司 ID是一个短字符串，用于标识每个 SAP SuccessFactors系统，例如组织的用
户名。请参阅收集您的公司 ID和客户 ID。

f) 输入您的私钥。这是通过注册 OAuth2客户端获得的 API密钥。请参阅注册 OAuth2客户端。
g) 系统会自动生成您的 OAuth URL 。这是模板中生成的应用程序 URL，遵循以下模型：https://

{ tenant } .successfactors.{ region } /oauth。你需要这个来注册 OAuth2客户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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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禁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7. 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已启用。请求数保留 1，**时间间隔为 1秒。
1。。默认情况下，请求超时设置为 120。

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9. 选择保存以继续。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使用 SuccessFactors EC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我们的
SuccessFactors ec集成配置了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目录：搜索员工并预览他们的详细信息，包括技能组合。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用户页 提供可搜索的用户列表。

“用户技能”页 提供用户详细信息及其技能组合的视图。

技能：搜索技能并预览具有相应技能集的员工。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技能等级已更改通知 当经理更改员工的技能评级时，该员工会收到通知。

技能页面 提供与用户建立联系的可搜索技能列表。

“用户评级技能”页 提供额定技能的详细视图。评级技能是员工及其经理在
“技能配置文件” portlet中评分的技能。

用户自我报告的技能页面 提供自我报告技能的详细视图。自我报告的技能将手动
添加到 “技能配置文件” portlet中。

“用户”页 提供用户技能集的视图。

将 SuccessFactors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 SuccessFactors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
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使用以下过程启用 SuccessFactors集成。确保满足先决条件，并决定需要设置哪种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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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 SuccessFactors HCM集成，
• 与学习模块的基本集成，
• 只是学习模块。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此时将打开 “管理集成”页面。

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选择 SuccessFactors磁贴。

4. 输入集成的名称。

5. 输入作为先决条件收集的连接器参数。

• 从您是否在使用员工中心模块中选择是/否？
– 输入 API URL。例如，https://api12preview.sapsf.eu/odata/v2v。
– 输入公司 ID。
– 输入用户 ID。
– 输入客户端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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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客户端私钥。
• 从你在使用学习模块吗？中选择是/否

– 输入学习 URL。
– 输入学习型公司 ID。
– 输入学习用户 ID。
– 输入学习客户端 ID。
– 输入学习客户端密钥。

6.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SuccessFactors连接器规范。

使用 SuccessFactors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们的 SuccessFactors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目录：搜索、查看和编辑具有相应详细信息的员工。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队友通知 当新队友加入时，所有订阅者都会收到一条通知，突出
显示新队友及其位置。

职位变更通知 当员工的头衔发生变化时，所有订阅者都会收到一条通
知，突出显示队友及其新职位。

我的详情页 提供用于查看个人详细信息的表单，并提供指向经理子
详细信息的链接。

我的团队页面 提供员工队友的表格视图以及指向用户详细信息的链接。

用户详细信息页 提供用于查看用户详细信息的表单，并提供指向其经理
和任何直接下属子详细信息的链接。

用户子详细信息页 提供用于查看用户子详细信息的表单，并提供指向其详
细信息的链接。

“用户”页 提供具有搜索功能的用户表格视图以及指向用户详细信
息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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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搜索、查看、共享和注册可用的学习课程。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热门课程通知 当根据评级将学习课程定义为热门课程时，所有订阅者
都会收到通知。

课程页面 提供可用课程的列表，其中包含指向学习项目详细信息
的链接。

学习项目详情页 提供学习项目的表格视图，其中包含指向计划课程详细
信息的链接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共享的选项。

计划提供详情页面 提供计划课程的详细视图，其中包含教师列表和注册选
项。

集成 Tableau

June 9, 2022

与 Tableau集成，无需额外登录即可轻松访问项目、工作簿和视图。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Tableau集成模板供您使用。我们建议在大多数用例中使用较新的HTTP集成，因为它提供了更
多的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有关每个集成中可用的微应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Tableau微应用。

这些说明描述了如何设置新的 HTTP模板集成。如果您需要有关旧版模板的信息，请参阅添加旧版集成。

查看必备项

在 Tableau中设置此集成后，您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URL：基本 URL采用以下格式：https://{ tenantID } .online.tableau.com/

• 用户名：站点管理员的 Tableau用户名。

• 密码：站点管理员的密码。

• 站点：在 Tableau 中，用户、组和内容的集合。登录到 Tableau Online 后，可以在 URL 中找到站点 ID：
https://{ tenantID } .online.tableau.com/##/site/{ siteID } /home

• 将 Tableau Server配置为通过将其 IP地址列入白名单来识别和信任请求。

• 仅支持 https连接。确保 SSL证书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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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Tableau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
入凭据。按照 Tableau单点登录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
服务。

设置 Tableau集成

1. 使用管理员帐户登录 Tableau。

2. 输入连接信息：

• 名称
• URL
• 用户名
• 密码
• 站点

注意：

如果将 “站点”字段留空，则表示您已连接到 “默认” Tableau站点。要查找 Tableau实例中可用的不同
站点的名称，请在 Tableau顶部导航栏中选择菜单。

将集成添加到微应用

将 Tableau集成模板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
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这种较新的 HTTP
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从目录的 “集成”类别中选择 Tableau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基本 URL采用以下格式：https://{ tenantID } .online.tableau
.com/

• 从图标库中为集成选择一个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的Workday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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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您的用户名。

6. 输入你的密码。

7. 输入您的站点。

8. 禁用服务身份验证和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它们不用于此集成。

9.（可选）如果要为此集成激活速率限制，请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并设置每个时间间隔的请求数。

10.（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1. 值 120预先填充在请求超时字段中。

12. 选择保存以继续。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Tableau连接器规范。

添加旧版集成

将 Tableau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
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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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ableau中设置此集成后，您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URL

• 用户名

• 密码

• 站点

• 将 Tableau Server配置为通过将其 IP地址列入白名单来识别和信任请求。

• 仅支持 https连接。确保 SSL证书受信任

•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Tableau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
入凭据。按照 Tableau单点登录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
服务。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

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选择 Tableau磁贴。

4. 输入集成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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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在前面的过程中收集的连接器参数。

• 输入你的URL。
• 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 输入您的 Tableau站点位置。

6.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Tableau连接器规范。

使用 Tableau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我们的 Tableau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模板微应用：

报告：查看 Tableau报告的详细信息。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报告已创建通知 创建新报告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报告已更新通知 更新报告时，用户会收到通知。

查看详情页面 提供报告详细信息的只读视图。

“视图”页 提供报告视图列表，其中包含查看详细信息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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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Webex

December 1, 2021

部署Webex集成以从任何设备或内部网安排Webex会议。用户可以主持一次性/定期会议，添加受邀者和联合主持
人，以及从不同的时区中进行选择。微应用还会向主持人和受邀者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相应的会议对象，以便
轻松集成日历。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有关开箱即用的Webex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Webex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管理员将成为组织Webex集成设置的一部分。此Webex管理员帐户必须具有用户信息的完全读取
权限。

与 Webex 设置此集成后，您将需要这些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 微应用中添加集成，特别是以下用于设置
OAuth集成的参数列表：

• 基本 URL：https://webexapis.com/v1/
• 授权 URL：https://webexapis.com/v1/authorize
• 令牌 URL：https://webexapis.com/v1/access_token
• CLIENT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SECRET：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如果可用）。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
应用的最大安全合规性。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Webex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入凭据。
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Webex实例，因此我们建议创建一个专用用户帐户。此帐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您可以在上使用
Webex Control Hub查看权限/特权。

• 服务帐户所需的权限：完全管理员权限

可以对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 Webex API限制表单链接：https://developer.webex.com/docs/api/basics#rate‑limiting
• 推荐计划：Webex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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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API

默认情况下，Webex API是通过Web服务为付费帐户启用的。

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帐号

在此处注册：https://web.webex.com/。有关新服务帐号，请参阅以下 URL：https://help.webex.com/en‑
us/nkhozs6/Get‑Started‑with‑Cisco‑Webex‑Control‑Hub。

配置OAuth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Webex集成读取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到 https://developer.webex.com/docs/platform‑introduction。

2. 选择右上角的用户名。

3. 选择我的Webex应用程序，然后选择创建新应用程序。

4. 选择 “集成”磁贴下的 “创建集成”。

5. 填写必填字段，然后在重定向 URL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6. 在 “范围”部分下，选中 “火花:全部”和 “火花管理员:人/read ”复选框。

7. 完成所有必填字段后，选择添加集成。

8.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身份验证。

配置OAuth客户端

配置 OAuth客户端以通过Webex集成写回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 https://developer.webex.com/docs/platform‑introduction，如上所述。

2. 选择右上角的用户名。

3. 选择我的Webex应用程序，然后选择创建新应用程序。

4. 选择 “集成”磁贴下的 “创建集成”。

5. 填写必填字段，然后在重定向 URL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
callback

6. 在范围部分下，选中会议:chedules_write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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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所有必填字段后，选择添加集成。

8.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Webex Meeting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
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
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Webex会议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webexapis.com/v1/。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c) 授权URL是预先填写的：https://webexapis.com/v1/authorize
d)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webexapis.com/v1/access_token
e) 确保为范围: spark: all spark: all spark‑ admin: people_read输入了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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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请求正文。
d) 授权URL是预先填写的：https://webexapis.com/v1/authorize
e)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webexapis.com/v1/access_token
f) 确保为范围: 会议:chedules_write输入了以下内容
g)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h)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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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启用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在请求数中输入 100，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分钟。

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9. 选择保存以继续。

10.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此时将显示带有Webex登录屏幕的弹出窗口。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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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终端节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Webex HTTP连接器规范。

使用Webex Meetings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创建会议：使用选择持续时间、时区、受邀者和共同主持人的选项安排会议。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会议页面 提供根据用户首选项安排会议的表单，其中包含以下详
细信息：会议标题、开始和结束时间、时区、周期（一
次、每天、每周、每月）、密码、会议与会者和会议的共
同主持人。

集成Workday

December 5, 2022

与Workday集成以便轻松提交请求、接收有关请求状态的通知以及处理通知。完成此过程后，您现有的审核日志记
录级别将保留，包括使用 Citrix Microapps执行的任何操作。使用以下过程启用Workday集成。有关开箱即用的
Workday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Workday微应用。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Workday集成模板供您使用。我们建议在大多数用例中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因为它提供了
更多的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有关每个集成中可用的微应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Workday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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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这些说明描述了如何设置新的HTTP模板集成。如果您需要有关旧版模板的信息，请参阅添加旧版集成。该过程的快速
概述：

1. 在微应用中设置集成之前，请确保满足先决条件，然后完成下面详细介绍的以下过程：

• 通过注册 API客户端并生成和收集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来启用 API访问。
• 创建自定义报告。
• 生成自定义报告端点路径。
• 筛选 PTO类型以将 PTO微应用限制为特定的休假类型。
• 在工作区中设置深度链接。
• 编辑休假请求的业务流程。
• 管理安全组权限。
• 识别您的 URL、实例 URL和租户。

2. 设置Workday集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Workday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3. 配置维修操作参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替换数据加载和维修操作变量。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查看我们的常见Workday集成错误疑难解答文章。

查看必备项

此设置过程要求您拥有Workday连接器的管理员帐户和以下服务帐户权限。

• 访问创建非临时自定义报告。
• 访问人力资源、集成、绩效管理、资源管理和自定义报告 API。
• 要下载里程碑数据（深度链接设置过程的一部分），您需要为管理员分配以下安全组：

– HR管理员
– 信息管理员

• 将 Citrix Gateway 配置为支持 Workday 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
再次输入凭据。按照Workday单点登录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在Workday中设置此集成后，在微应用中设置集成时，需要以下工件来输入这些帐户凭据：

• URL
• 用户名（Workday用户名）
• 密码（Workday密码）
• Workday租户
• 客户端 ID
• 客户端密钥
• Workday REST API端点
• 令牌端点
• 授权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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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的自定义报告 URL

注册Workday API客户端

注册 API客户端以为每个环境生成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如果您有多个环境，则必须为每个单独的环境注册一个
API客户端。对于Workday集成，您必须添加两个不同的回调URL。这意味着你需要注册两个 API客户端；一个用于
用户操作，另一个用于同步。执行此过程两次。一次用于服务身份验证，然后是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它们有不同的回调
URL。对于旧版集成模板，只需执行第二个操作即可注册客户端。

配置OAuth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集成读取数据。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身份验证。这只对 HTTP集成
执行。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Workday，然后搜索注册 API客户端。填写必填字段：

• 输入您的客户名称。
• 为客户端授权类型选择授权码授予。
• 为访问令牌类型选择持票人。
• 输 入 重 定 向 URI: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
auth/serverContext。回调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创建集成时可以在 URL 地址栏中找到。
{ yourmicroappserverurl } 部分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
tenantID } .{ region(us/eu/ap-s)} .iws.cloud.com。

• 为刷新令牌超时输入值 300（以天为单位）。
• 选择以下范围（功能区域）：

– 组织和角色
– 人员
– 租户不可配置

2. 选择OK（确定）。将生成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收集并保存以备以后在设置过程中使用。配置集成时，可以
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身份验证。

3. 选择完成以完成并退出。

配置OAuth客户端

配置 OAuth客户端以通过集成写回数据。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Workday，然后搜索注册 API客户端。填写必填字段：

• 输入您的客户名称。
• 为客户端授权类型选择授权码授予。
• 为访问令牌类型选择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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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 入 重 定 向 URI: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
serviceAction/callback。回调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创建集成时可以在 URL 地址
栏中找到。{ yourmicroappserverurl } 部分由租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
https://{ tenantID } .{ region(us/eu/ap-s)} .iws.cloud.com。

• 为刷新令牌超时输入值 300（以天为单位）。
• 选择以下范围（功能区域）：

– 组织和角色
– 人员
– 租户不可配置

2. 选择OK（确定）。将生成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收集并保存以备以后在设置过程中使用。配置集成时，可以
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3. 选择完成以完成并退出。

测试 API调用

本文列出了所有Workday API调用，并详细介绍了如何测试Workday实例是否已准备好进行这些调用的所有终端节
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测试Workday API调用。

创建自定义报告

您可以在Workday中为以下每个报表创建自定义报告。下载随附的电子表格，并按照电子表格中的说明准确填写详细
信息。如果您输入的任何详细信息与提供的报告不同，则该流程将不起作用。例如，如果您使用的名称不正确，则会生
成报告，但不会下载任何数据。

以下报告是当前的报告。当我们向此集成添加新端点时，它们会在产品文档中添加到此处。

1. 打开以下自定义报告电子表格之一：

• 所有的休假和平衡

– 计算字段：cf lkp休假余额年
– 计算字段：cf lkp休假计划默认数量
– 计算字段：cf lkp休假计划编号
– 计算字段：cf lkp休假类型 id
– 计算字段：cf休假余额年
– 计算字段：参照报告有效年份的年末

• 缺勤请求

– 计算字段：cf lkp休假事件 ID

• 换工作的事件记录

– 计算字段：cf esi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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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字段：cf lkp工作人员 ID

• 人事活动

– 计算字段：cf esi事件记录
– 计算字段：cf lkp事件记录

• 休假请求的事件记录

– 计算字段：cf esi等待操作的事件记录
– 计算字段：cf esi分配给worker等待操作的事件记录
– 计算字段：cf lrv分配给等待操作的事件记录的工作人员电子邮件
– 计算字段：cf lrv分配给等待操作的工作人员事件记录
– 计算字段：cf lrv wid分配给工作人员的等待操作的事件记录的电子邮件
– 计算字段：cf lrv wid等待操作的事件记录

• 工作进程

注意：请

勿将自引用对象添加到每个计划的休假类型报告中。

2. 在Workday中，搜索创建自定义报告。

3. 输入报告名称。此名称必须与要为其创建 URL的报表的电子表格相同。

4. 选择高级作为报告类型。

5. 输入数据源。此值必须与要为其创建 URL的报表的电子表格相同。

6. 不要选中针对性能进行优化复选框。

7. 不要选中临时报告复选框。

8. 选中启用作为Web服务复选框。

9. 选择OK（确定）。

除了您输入的三个字段外，自定义报告打开时不填充。

10. 完全按照电子表格中的描述填写详细信息。注意标题。标题与Workday UI中的选项卡匹配。

11. 填充列时，系统会自动生成 “列标题覆盖 XML别名”字段。验证 “列标题覆盖 XML别名”中的值是否与电子表
格说明相匹配。此值通常会有所不同。

12. 选择OK（确定）。自定义报告已创建完毕。

生成自定义报告端点路径

您可以使用上一过程中生成的WSDL来收集自定义报告路径。在设置过程中为每个计划报告路径的休假类型和里程碑
路径的事件记录输入自定义报告URL时，请使用此选项。

1. 在浏览器中打开生成的WSDL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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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滚动到底部并找到两个 URL。第二个名字叫做 ReportREST。这是我们想要使用的那个。
3. 从此URL复制路径并在设置Workday集成时使用它。（示例路径：</ccx/service/customreport2/company_tenant/user_name/report_name>。

筛选 PTO类型

将 PTO微应用限制为特定的休假类型，例如休假或病假。如果您在Workday中创建了以下自定义报表，则需要在
Workday中创建计算字段，并使用以下过程筛选自定义报告。

• 休假请求的事件记录
• 缺勤请求
• 所有的休假和平衡

为休假请求微应用创建计算字段

您需要创建两个计算字段。第一个计算字段旨在从休假事件中检索缺勤类型，以便在第二个计算字段中可用。第二个计
算字段用作自定义报告中的筛选器。

1. 登录到您的Workday实例并搜索创建计算字段。
2. 填写所有字段：

• 字段名称输入计算字段的名称。例如，以下格式的 SANDOVAL CF LKP缺勤类型：{（报告创建者）（cf=
计算字段）（LKP =查找相关值）（此字段返回的值）}。

• 业务对象查找并选择休假事件。我们希望我们的计算字段成为此业务对象的一部分。
• 函数查找并选择查找相关值。

3. 选择左下角的 “确定”。
4. 在 “计算”选项卡下，填写以下字段：

• 查找字段查找并选择休假事件。
• 返回值查找并选择休假事件的休假类型

5. 选择确定，然后选择完成。

您创建了一个计算字段。现在，让我们创建第二个用于检索休假事件并将其用作过滤器的字段。

1. 同样，从您的Workday实例中搜索创建计算字段。
2. 填写所有字段：

• 字段名称输入计算字段的名称。例如，SANDOVAL CF业务流程的 LKP休假事件采用以下格式：{（报告
创建者）（cf=已计算字段）（LKP =查找相关值）（此字段返回的值）}。

• 业务对象查找并选择操作事件。我们希望我们的计算字段成为此业务对象的一部分。
• 函数查找并选择查找相关值。

3. 选择左下角的 “确定”。
4. 在 “计算”选项卡下，填写以下字段：

• 查找字段查找并选择休假事件。
• 返回值查找并选择您创建的第一个计算字段。在我们的示例中，SANDOVAL CF LKP缺勤类型。

5. 选择确定，然后选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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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休假请求微应用的计算字段筛选自定义报告

使用刚创建的用于将 PTO类型列入白名单的新计算字段向与休假批准相关的自定义报告添加筛选条件，这将允许您获
得所有选择的休假类型。

1. 从您的Workday实例中搜索 “编辑自定义报告”，然后选择与 PTO批准相关的自定义报告，在我们的例子中
为休假请求的事件记录。

2. 选择筛选器选项卡和 +以添加新的筛选器。
3. 填写以下字段：

• 和/或和
• 字段查找并选择您创建的第二个计算字段，在我们的示例中，SANDOVAL CF LKP业务流程的休假事件。
• 操作员查找并选择选择列表中的任何一个。
• 比较类型查找并选择在此筛选器中指定的值。
• 比较值查找并选择要列入白名单的 PTO类型，例如：

– 年假 (天数)
– 年假（法定）
– 个人休假 (天数)
– 生病 (天)
– 休息时间

4. 选择 “确定”以保存。

注意：

要阻止 PTO类型，请将字段：操作员更改 *为无选择列表 **。这会阻止集成获取任何选定的 PTO类型。

使用 “创建 PTO请求”和 “我的 PTO请求”微应用的现有字段筛选自定义报告

筛选自定义报告：所有休假和余额。

注意：

我们建议在所有自定义报告中使用相同的 PTO类型。这样，如果您决定将结果列入白名单或阻止结果，则所有自
定义报告的 “比较值”中的值都是相同的）。

1. 从您的Workday实例中搜索 “编辑自定义报告”，然后选择与休假批准相关的自定义报告，在我们的示例中为
“所有休假和余额”。

2. 选择筛选器选项卡和 +以添加新的筛选器。
3. 填写以下字段：

• 和/或和
• 字段查找并选择自定义报告休假类型。
• 操作员查找并在选择列表中选择。
• 比较类型查找并选择在此筛选器中指定的值。
• 比较值查找并选择要列入白名单的 PTO类型，例如：

– 年假 (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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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假（法定）
– 个人休假 (天数)
– 生病 (天)
– 休息时间

4. 选择 “确定”以保存。

筛选自定义报告：缺勤请求。

1. 从您的Workday实例中搜索 “编辑自定义报告”，然后选择与休假批准相关的自定义报告（在我们的例子中为
缺勤请求）。

2. 选择 “子筛选器”选项卡，然后选择 +以添加新的子过滤器，类似于添加过滤器的方式。
3. 填写以下字段：

• 和/或和
• 字段查找并选择自定义报告休假输入的休假类型。
• 操作员查找并在选择列表中选择。
• 比较类型查找并选择在此筛选器中指定的值。
• 比较值查找并选择要列入白名单的 PTO类型，例如：

– 带薪休假（天数）
– 生病 (天)
– 生病 (小时)

4. 选择 “确定”以保存。

在工作区中设置深层链接

如果您被提及本文，请联系您的管理员并要求他们在Workday中为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设置深度链接。

以下用例需要相应的深层链接。例如，如果您的域是，impl.workday.com而租户是 citrix_gms2v，则创建
支出报表的 URL为 https://impl.workday.com/citrix_gms2/d/task/2997$995.htmld：

• 创建支出报表 https://your_domain/your_tenant/d/task/2997$995.htmld

• 创建变更作业 https://your_domain/your_tenant/d/task/2997$4819.htmld

• 批准/拒绝更改作业（更改作业请求） https://your_domain/your_tenant/d/unifiedinbox/
initialinbox/2998$17139.htmld

注意：

如果您没有存储此数据，请登录您的Workday帐户并从 URL复制它们。每次新添加的集成都必须设置这些深层
链接。

编辑休假请求的业务流程

根据您使用的Workday租户，您已建立用于创建休假请求的业务流程。按照以下步骤所示修改该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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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Workday中，搜索 bp: 请求休假，然后选择请求休假以获取全球现代服务。
2. 转至操作 >业务流程 >编辑定义。
3. 除非需要，否则请勿更改生效日期，然后选择 “确定”
4. 在 “业务流程步骤”下，选择 +图标以添加新行。
5. 为订单输入 b。
6. 输入类型的批准。
7. 从菜单中选择组的管理器。
8. 选择确定，然后选择完成。

管理安全组权限

要为安全组启用适当的安全权限，需要完成两个过程。首先向组添加权限并激活设置。然后添加安全组以查看所有列表
并激活设置。

添加和激活集成权限

1. 在Workday中，搜索视图安全组。

2. 搜索所需的安全组，选择它，然后选择确定。

3. 转到操作 >安全组 >维护安全权限。

4. 在集成权限部分下，在允许获取访问权限的域安全策略字段中搜索以下权限列表，然后将其全部添加。不要在搜
索中使用冒号 ( :)：

• 管理：组织集成
• 员工数据：公共工作人员报告
• 设置：支出类别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304



微应用

• 员工数据：人数报告
• 业务流程管理
• 业务流程报告
• 设置：费用项
• 流程：采购订单—查看
• 流程：支出报表—查看
• 员工数据：在职员工
• 员工数据：当前人员配备信息
• 员工数据：休假（休假余额）
• 工作人员数据：休假（休假）
• 工作人员数据：休假
• 报告：时间跟踪

5. 选择确定、查看，然后选择完成。

6. 搜索激活待处理的安全策略更改。

7. 在注释字段中，键入激活，然后选择确定。

8. 选中 “确认”复选框，然后选择 “确定”。
权限已更新并激活。

添加并激活安全组以查看所有列表

1. 搜索 bp: change job，然后为全球现代服务选择换工作。

2. 转至操作 >业务流程 >编辑。

3. 滚动到 “查看全部”部分。将您的安全组添加到可以查看全部内容的安全组列表中。

4. 选择确定，然后选择完成。

5. 搜索激活待处理的安全策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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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注释字段中，键入激活，然后选择确定。

7. 选中 “确认”复选框，然后选择 “确定”。
权限已更新并激活。

您可以通过搜索 View安全组并选择安全组来查看您的安全组。现在有两个选项卡，域安全策略权限和业务流程安全策
略权限。

找到你的基本URL

您需要输入Workday环境的基本URL（域）才能启用API调用。格式为https://{ domain } .workday.com。
例如，如果WorkdayREST API端点为 https://wd2-impl-services1.workday.com/ccx/api/v1
/citrix_gms，则您的基本 URL为 wd2-impl-services1。请按照以下步骤识别您的基本 URL。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Workday并搜索 View API客户端。
2. 查看第一个名为Workday REST API端点的字段。格式为 https://{ domain } .workday.com/

ccx/api/v1/{ tenant }。

将Workday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将Workday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
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Workday HTTP集成。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对于
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这种较新的 HTTP集成。HTTP集成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从目录的集成类别中选择Workday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这是您的Workday环境的域，例如 wd2-impl-services1。有关识别基本
URL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查找基本 URL。

• 从图标库中为集成选择一个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的Workday图标。
• 如果要创建本地连接，请启用本地实例切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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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您的Workday用户名。

6. 输入您的Workday密码。

7. 输入你的Workday租户。有关识别租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查找基本 URL。

8.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基本并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

9. 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10.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题。
d) 输入您的授权 URL。这是格式: { instance_url } /{ tenant } /authorize. 这是设置
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有关识别基本 URL和租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查找基本
URL。

e) 输入您的令牌 URL。这是格式: { base_url } .workday.com/ccx/oauth2/{ tenant
} /token. 这是访问授权令牌的 URL。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通过在 Google
帐户中注册 OAuth客户端来收集此信息和秘密信息。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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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可选）如果要为此集成激活速率限制，请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并设置每个时间间隔的请求数。

12.（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13. 选择保存以继续。

14.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出现一个弹出窗口，其中包含Workday登录屏幕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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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数据加载和维修操作变量

要完成此设置，您需要将Workday集成配置中的 { tenant }和 { user }变量替换为租户和用于身份验证的用
户凭据。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Workday集成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将打开 “数据加载”屏幕。如果没有，
请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加载。

2. 对于每个数据端点，您必须手动添加以下内容的详细信息：{ tenant } /{ user }。你这样做了六次。
选择端点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

3. 在 “编辑数据端点”屏幕中，在 “路径”选项卡下，将租户和用户添加到空字段中。

4. 选择应用并确认。对其他五个数据端点重复此操作。

5. 对于每个维修操作，您必须手动添加以下内容的详细信息：{ tenant }。你这样做两次。编辑集成时，从左
侧导航栏中选择服务操作。选择其中一个服务操作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

6. 在 “编辑服务操作”屏幕中，在 “操作执行”和 “路径”选项卡下，将租户值 (citrix_gms2)替换为租户。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309



微应用

7. 您需要在操作后删除并重新创建数据更新。在操作后更新数据标签旁边，选择删除图标以删除此部分。

8. 选择 +添加数据更新。

9. 从 “数据端点”菜单中选择休假请求。

10. 选择QUERY选项卡，然后选择 +添加参数。

11. 在 “参数名称”中输入 Completed_date_ON_OR_AFTER。从选择参数菜单中，选择时间戳。

12. 选择保存以完成操作。对其他维修操作重复此步骤。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Workday HTTP连接器规范。

使用Workday微应用

我们的Workday HTTP集成模板随附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创建休假请求：提交带薪休假 (PTO)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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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请求休假页面 提供用于创建带薪休假 (PTO)请求的表单，包括选择类
型、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以及可选地添加注释。

更改作业：查看和批准变更任务请求。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变更任务申请批准”通知 提交新的变更任务批准请求后，审批人会收到通知。

“更改工作批准”页 提供可操作的表单，其中包含变更任务请求的详细视图。

“更改工作以供审批”页 提供审批者等待批准的变更任务请求的只读视图。

创建变更任务：创建变更任务请求。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更改作业”页 提供用于创建变更作业的页面。您必须在Workday中
为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设置深度链接。

创建支出报表：创建支出报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支出报表”页 提供用于创建支出报表的表单。您必须在Workday中
为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设置深度链接。

我的休假请求：查看个性化的休假请求列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休假请求状态已更新通知 当 PTO请求的状态发生变化时，PTO请求的所有者会
收到通知。

我的休息时间页面 提供用户活动休假请求的只读视图，包括提交时间及其
状态。

休假详情页面 提供用户所有休假请求的详细视图。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311



微应用

休假请求：查看和批准带薪休假 (PTO)请求。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的批准时间通知 提交新的休假审批请求后，审批人会收到通知。

“休假请求批准”页面 提供可操作的表单，其中包含休假请求的详细视图。

“休假申请批准”页面 提供审批者等待批准的休假请求的只读视图。

添加旧版集成

按照以下说明设置旧版集成。

创建自定义报告

您可以在Workday中为以下每个报表创建自定义报告。下载随附的电子表格，并按照电子表格中的说明准确填写详细
信息。如果您输入的任何详细信息与提供的报告不同，则该流程将不起作用。例如，如果您使用的名称不正确，则会生
成报告，但不会下载任何数据。

以下报告是旧版报告。当我们向此集成添加新端点时，它们会在产品文档中添加到此处。

1. 打开以下自定义报告电子表格之一：

• 休假请求详情

• 休假请求的事件记录

• 换工作的事件记录

• 费用的事件记录

• 里程碑的事件记录

• 人事活动

• 每个计划的休假类型

注意：请

勿将自引用对象添加到每个计划的休假类型报告中。

2. 请按照上述过程操作。

生成自定义报告URL

要为自定义报告下载数据和生成通知，必须生成自定义报告URL并下载WSDL。您需要这些URL才能完成微应用的设
置过程。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312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downloads/absence-requests.xlsx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downloads/event-records-for-time-off-requests.xlsx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downloads/event-records-for-change-job.xlsx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downloads/event-records-for-expenses.xlsx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downloads/event-records-for-milestone.xlsx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downloads/staffing-activities.xlsx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microapps/downloads/time-off.xlsx


微应用

1. 在Workday中，打开您创建的自定义报告。
2.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报告的名称以打开设置。
3. 选择 “操作” > “Web服务” > “查看URL ” > “WSDL”。
4. 在输入日期字段中输入任何日期。
5. 右键单击 Workday XML 部分下的 WSDL 链接，然后选择 复制 URL。（示例 URL：https://wd2‑impl‑

services1.workday.com/ccx/service/customreport2/公司 _房户/用户名/报告 _name？wsdl)

保存 URL，以便在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过程中设置微应用程序时使用。

筛选 PTO类型

将 PTO微应用限制为特定的休假类型，例如休假或病假。如果您在Workday中创建了以下自定义报表，则需要在
Workday中创建计算字段，并使用以下过程筛选自定义报告。

• 休假请求的事件记录
• 休假请求详情
• 每个计划的休假类型

为 PTO请求微应用创建计算字段

您需要创建两个计算字段。第一个计算字段旨在从休假事件中检索缺勤类型，以便在第二个计算字段中可用。第二个计
算字段用作自定义报告中的筛选器。

1. 登录到您的Workday实例并搜索创建计算字段。
2. 填写所有字段：

• 字段名称输入计算字段的名称。例如，以下格式的 SANDOVAL CF LRV缺勤类型：{（报告创建者）（cf=
计算字段）（LRV =查找相关值）（此字段返回的值）}。

• 业务对象查找并选择休假事件。我们希望我们的计算字段成为此业务对象的一部分。
• 函数查找并选择查找相关值。

3. 选择左下角的 “确定”。
4. 在 “计算”选项卡下，填写以下字段：

• 查找字段查找并选择休假事件。
• 返回值查找并选择休假事件的休假类型

5. 选择确定，然后选择完成。

您创建了一个计算字段。现在，让我们创建第二个用于检索休假事件并将其用作过滤器的字段。

1. 同样，从您的Workday实例中搜索创建计算字段。
2. 填写所有字段：

• 字段名称输入计算字段的名称。例如，业务流程的 SANDOVAL CF LRV休假事件采用以下格式：{（报表
创建者）（CF=计算字段）（lRV =查找相关值）（此字段返回的值）}。

• 业务对象查找并选择操作事件。我们希望我们的计算字段成为此业务对象的一部分。
• 函数查找并选择查找相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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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左下角的 “确定”。
4. 在 “计算”选项卡下，填写以下字段：

• 查找字段查找并选择休假事件。
• 返回值查找并选择您创建的第一个计算字段。在我们的示例中，桑多瓦尔 CF LRV缺勤类型。

5. 选择确定，然后选择完成。

使用 PTO请求微应用的计算字段筛选自定义报告

使用刚创建的用于将 PTO类型列入白名单的新计算字段向与 PTO批准相关的自定义报告添加筛选器，这将允许您获取
所选的所有 PTO类型。

1. 从您的Workday实例中搜索 “编辑自定义报告”，然后选择与 PTO批准相关的自定义报告，在我们的例子中
为休假请求的事件记录。

2. 选择筛选器选项卡和 +以添加新的筛选器。
3. 填写以下字段：

• 和/或和
• 字段查找并选择您创建的第二个计算字段，在我们的示例中，SANDOVAL CF LRV业务流程的休假事件。
• 操作员查找并选择选择列表中的任何一个。
• 比较类型查找并选择在此筛选器中指定的值。
• 比较值查找并选择要列入白名单的 PTO类型，例如：

– 年假 (天数)
– 年假（法定）
– 个人休假 (天数)
– 生病 (天)
– 休息时间

4. 选择 “确定”以保存。

注意：

要阻止 PTO类型，请将字段：操作员更改 *为无选择列表 **。这会阻止集成获取任何选定的 PTO类型。

使用 “创建 PTO请求”和 “我的 PTO请求”微应用的现有字段筛选自定义报告

筛选每个计划自定义报告的休假类型。

注意：

我们建议在所有自定义报告中使用相同的 PTO类型。这样，如果您决定将结果列入白名单或阻止结果，则所有自
定义报告的 “比较值”中的值都是相同的）。

1. 从您的Workday实例中搜索 “编辑自定义报告”，然后选择与 PTO批准相关的自定义报告，在我们的示例中为
每个计划的休假类型。

2. 选择筛选器选项卡和 +以添加新的筛选器。
3. 填写以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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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或和
• 字段查找并选择自定义报告休假类型。
• 操作员查找并在选择列表中选择。
• 比较类型查找并选择在此筛选器中指定的值。
• 比较值查找并选择要列入白名单的 PTO类型，例如：

– 年假 (天数)
– 年假（法定）
– 个人休假 (天数)
– 生病 (天)
– 休息时间

4. 选择 “确定”以保存。

筛选休假请求详细信息自定义报告。

1. 从您的Workday实例中搜索编辑自定义报告，然后选择与 PTO批准相关的自定义报告，在我们的例子中为休
假请求详细信息。

2. 选择 “子筛选器”选项卡，然后选择 +以添加新的子过滤器，类似于添加过滤器的方式。
3. 填写以下字段：

• 和/或和
• 字段查找并选择自定义报告休假输入的休假类型。
• 操作员查找并在选择列表中选择。
• 比较类型查找并选择在此筛选器中指定的值。
• 比较值查找并选择要列入白名单的 PTO类型，例如：

– 带薪休假（天数）
– 生病 (天)
– 生病 (小时)

4. 选择 “确定”以保存。

在工作区中设置深层链接

如果您被提及本文，请联系您的管理员并要求他们在Workday中为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设置深度链接。

以下用例需要相应的深层链接。例如，如果您的域是，impl.workday.com而租户是 citrix_gms2v，则创建
支出报表的 URL为 https://impl.workday.com/citrix_gms2/d/task/2997$995.htmld：

• 创建支出报表 https://your_domain/your_tenant/d/task/2997$995.htmld

• 创建里程碑 https://your_domain/your_tenant/d/task/2998$8704.htmld

• 创建变更作业 https://your_domain/your_tenant/d/task/2997$4819.htmld

• 批准/拒绝更改作业（更改作业请求） https://your_domain/your_tenant/d/unifiedinbox/
initialinbox/2998$17139.htm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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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没有存储此数据，请登录您的Workday帐户并从 URL复制它们。每次新添加的集成都必须设置这些深层
链接。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按照以下说明设置旧版Workday集成。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概述页面中，选择入门。

此时将打开 “管理集成”页面。

2. 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3. 选择Workday磁贴。

4. 输入集成名称。

5. 输入作为先决条件收集的连接器参数。

• 输入您的URL以启用 API调用。这是您的Workday环境的域，例如 wd2-impl-services1。有关
识别基本 URL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查找基本 URL。

• 输入您的Workday实例作为实例 URL。通过登录Workday环境并复制实例 URL来查找您的实例域。
例如，https://impl.workday.com。

• 输入您的Workday租户位置。在查找您的基本 URL中查找识别Workday租户的示例。
• 输入在先决条件过程中收集的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 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 输入要加载的天数以设置加载数据时的天数限制。

6. 切换启用休假模块？如果您创建Workday计算的休假请求，并且希望根据数据下载数据并生成通知，则设置为
“是”。您在生成自定义报告 URL和生成自定义报告路径过程中收集了这些 URL和路径。

• 输入休假请求详细信息报告 URL的自定义报告URL。
• 为每个计划报告路径的休假类型输入自定义报告路径。
• 输入休假请求报告 URL的事件记录的自定义报告URL。

7. 切换启用更改作业模块？如果您创建Workday计算的变更任务请求，并且希望根据数据下载数据并生成通知，
则设置为 “是”。您在生成自定义报告 URL的过程中收集了这些 URL。

• 为变更工作报告 URL的事件记录输入自定义报告URL。
• 输入人员配备活动报告 URL的自定义报告URL。

8. 切换启用费用模块？如果您创建Workday计算的支出报表，并且希望根据数据下载数据并生成通知，则设置为
“是”。您在生成自定义报告 URL的过程中收集了这些 URL。

• 为费用报告 URL的事件记录输入自定义报告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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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切换启用采购订单模块？如果您创建采购订单并希望根据数据下载数据并生成通知，则设置为 “是”。这使用公
共 API，并且需要自定义报告。

10. 切换下载里程碑项目？如果您创建里程碑项目并希望根据数据下载数据并生成通知，则设置为 “是”。您在生成
自定义报告路径过程中收集了这些路径。

• 输入里程碑路径的事件记录的自定义报告路径。

11.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旧版Workday微应用

我们的旧版Workday集成模板随附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变更任务请求：查看和批准变更任务请求。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变更任务申请批准”通知 提交新的变更任务批准请求后，审批人会收到通知。

“更改工作批准”页 提供可操作的表单，其中包含变更任务请求的详细视图。

“更改工作以供审批”页 提供审批者等待批准的变更任务请求的只读视图。

创建变更任务：创建变更任务请求。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更改作业”页 提供用于创建变更作业的页面。您必须在Workday中
为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设置深度链接。

创建支出报表：创建支出报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支出报表”页 提供用于创建支出报表的表单。您必须在Workday中
为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设置深度链接。

创建里程碑：创建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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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里程碑页 提供用于创建里程碑的表单。您必须在Workday中为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设置深度链接。

创建 PTO请求：提交带薪休假 (PTO)请求。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请求 PTO页 提供用于创建带薪休假 (PTO)请求的表单，包括选择类
型、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以及可选地添加注释。

支出报表：查看和审批支出报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的支出报告供审批通知 提交新的费用审批请求后，审批人会收到通知。

支出报告审批页 提供具有支出报告详细视图的可操作表单。

供审批的费用报告页面 提供审批人等待审批的支出报告请求的只读视图。

里程碑：查看里程碑详情并接收里程碑更新。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里程碑状态更新通知 更新里程碑后，将里程碑分配给的工作人员会收到通知。

里程碑详情 提供用户所有里程碑的详细视图。

里程碑 提供用户里程碑的可搜索列表。

我的费用：查看个性化的支出报表列表，其中包含报告详细信息和单个支出项的详细信息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费用状态更新通知 当支出状态发生变化时，费用的所有者会收到通知。

支出报告详情页面 提供用户所有费用的详细视图。

费用报表行详细信息页面 提供对用户支出之一的向下钻取视图。

我的费用页面 提供用户费用的只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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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PTO请求：查看个性化的休假请求列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PTO请求状态已更新通知 当 PTO请求的状态发生变化时，PTO请求的所有者会
收到通知。

我的 PTO请求页面 提供用户活动休假请求的只读视图，包括提交时间及其
状态。

PTO请求详情页面 提供用户所有休假请求的详细视图。

采购订单：查看采购订单详细信息的采购订单。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我的采购订单页面 提供用户活动采购订单的只读视图。

采购订单详情页 提供用户所有采购订单的详细视图。

PTO余额：查看剩余休假天数的个性化列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PTO余额页 提供用户剩余休假天数的只读视图。

PTO请求：查看和批准带薪休假 (PTO)请求。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的批准时间通知 提交新的休假审批请求后，审批人会收到通知。

“休假请求批准”页面 提供可操作的表单，其中包含休假请求的详细视图。

“休假申请批准”页面 提供审批者等待批准的休假请求的只读视图。

集成 Zendesk

June 9, 2022

与 Zendesk集成以提交和监控来自任何设备、内部网或Messenger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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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Zendesk集成模板供您使用。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HTTP集成
提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有关每个集成中可用的微应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Zendesk
微应用。

使用以下过程启用 Zendesk集成。确保满足先决条件，并获得客户端 ID和秘密令牌。完成此过程后，您现有的审核日
志记录级别将保留，包括使用 Citrix Microapps执行的任何操作。

有关开箱即用的 Zendesk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使用 Zendesk微应用。

查看必备项

创建一个专用的 Zendesk帐户并使用它来设置 Zendesk集成。此帐户必须分配了具有完全数据访问权限的角色，例
如管理员。在 Zendesk中设置此集成后，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URL：基本 URL遵循此模式：https://{ customer-id } .zendesk.com/。
• 客户 ID：customer-id在设置过程中，使用 URL的客户 ID部分（如上所述）进行替换。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通过在 Zendesk账户中注册
OAuth客户端来收集此信息和秘密信息。

• 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 帐户：这是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
• 密码：这是您的服务帐户密码。

在开始集成过程之前，应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将 Citrix Gateway配置为支持 Zendesk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
入凭据。按照 Zendesk单点登录配置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有关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
服务。

Zendesk有一个选项 Enable On-hold status，允许用户为票证分配 Hold状态。我们的微应用程序票证允
许用户查看包含详细信息的 Zendesk票证，更新票证页面有一个字段状态，其中 Hold有一个选项。如果您 Hold的
Zendesk实例中不允许该项目，则需要从 Status列表中删除该 Hold项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Zendesk
微应用。

设置 Zendesk集成

1. 使用专用的用户帐户登录www.zendesk.com。
2. 选择左侧边栏中的管理员（设置图标）。在频道下，选择 API。
3. 选择OAuth客户端选项卡，然后选择 +（加号）图标。
4. 输入应用的客户端名称。
5.（可选）添加描述、公司和徽标。
6. 复制自动填充的唯一标识符值供以后使用。
7. 如下所述设置重定向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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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保存和确定。
9. 页面刷新后，将显示一个新的预填充的 Secret字段。复制生成的秘密令牌以供以后使用。离开此屏幕后，此功
能不可用。

10. 选择保存。

您已准备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中完成集成。

添加回调URL

向实例配置添加自定义URL，以授予对私有数据的访问权限并启用经OAuth身份验证的用户操作。列出的第一个回调不
会改变。第二个回调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创建集成时可以在URL地址栏中找到。{yourmicroappserverurl}部分由租
户部分、区域部分和环境部分组成：https://%7BtenantID%7D.%7Bregion(us/eu/ap‑s)%7D.iws.cloud.com。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Zendesk，然后为此集成添加以下授权重定向 URL：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将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 Zendesk HTTP集成。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
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对于大多数用例，我们建议使用这种较新的 HTTP集成。HTTP集成提
供了更多功能来配置缓存的数据结构。

注意：

默认情况下，此集成会在三 (3)个月的时间段内同步数据。我们建议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机票的通常年龄修改此
值。筛选器基于上次更新，而不是创建的。要更改此设置，您必须修改数据加载端点中的 start_time变量。请
参阅替换数据加载变量。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在集成下选择 Zendesk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您的基本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 { customer-id }中的客户 ID替换为您的客户 ID。
• 从图标库中选择一个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的 Zendesk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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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创建本地连接，请启用本地实例切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地实例。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
获取，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
注册应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URL

b) 在授权类型值字段中输入 authorization_code。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题。
d)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 URL编码表单。
e) 输入您的授权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替换为您的客户 ID。这是设置目标应
用程序集成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

f) 输入您的令牌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替换为您的客户 ID。这是访问授权令
牌的 URL。

g) 确保输入了范围的读写以定义访问请求的范围。
h)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通过在 Zendesk
账户中注册 OAuth客户端来收集此信息和秘密信息。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i)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j) 输入您的标题前缀。（可选）如果您的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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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您选择了OAuth 2.0身份验证方法，则可以选择 +添加参数以包含访问令牌参数。如有必要，访问
令牌参数可根据目标应用程序授权服务器的要求定义访问令牌参数。

6. 在 “维修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 “在操作中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 “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验证”凭
证与服务授权级别的凭证相同。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流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
获取，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
注册应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URL

c) 在授权类型值字段中输入 authorization_code。
d)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题。
e) 从令牌内容类型菜单中选择 URL编码表单。
f) 输入您的授权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替换为您的客户 ID。这是设置目标应
用程序集成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

g) 输入您的令牌 URL，或者直接将示例中的 { customer-id }替换为您的客户 ID。这是访问授权令
牌的 URL。

h) 确保输入了范围的读写以定义访问请求的范围。
i)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可以通过在 Zendesk
账户中注册 OAuth客户端来收集此信息和秘密信息。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j)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k) 输入您的标题前缀。（可选）如果您的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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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已启用，每个时间间隔的请求数设置为每分钟 500个。

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9. 默认情况下，请求超时字段设置为 120。

10. 选择保存以继续。

11.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此时将显示带有Webex登录屏幕的弹出窗口。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继续执行以下步骤以完成设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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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数据加载变量

默认情况下，在完全同步期间，此集成仅加载最近三 (3)个月内修改过的票证。如果需要更改此设置，请在此集成数据加
载设置中修改票证端点的 start_time模板变量参数。我们建议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机票的通常年龄修改此值。筛
选器基于上次更新，而不是创建的。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 Zendesk集成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将打开 “数据加载”屏幕。如果您在配
置屏幕中，请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加载。

2. 选择票证终端节点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编辑，或选择终端节点的名称：票证。

3. 在 “编辑数据端点”屏幕中，在 “模板 start_time变量”下，根据需要将变量的值替换为要更改时间参数和
数值的值。

4. 选择屏幕底部的应用并确认。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
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Zendesk连接器规范。

使用 Zendesk微应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注意：
我们提供了两个 Zendesk集成模板供您使用。我们建议在大多数用例中使用较新的 HTTP集成，而不是旧的基
于 Java的集成。它们包含的微应用略有不同。

使用 Zendesk微应用

我们的 Zendesk HTTP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添加票证：提交 Zendesk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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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添加票证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票证的表单。

门票：查看详细信息的 Zendesk门票。如果您 Hold的 Zendesk实例中不允许该 Hold项目，则需要从更新票证页
面的 Status列表中删除该项目。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你的新票证（已更改）通知 将现有票证分配给用户后，他们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新票证（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票证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票证状态更改通知 当票证的状态发生更改时，票证的提交者会收到通知。

票证已更新通知 票证更新后，提交者会收到通知。

添加评论页面 提供用于向票证添加评论的页面。

评论详情页面 提供注释的只读视图及其详细信息。

我的门票页面 提供与用户相关的票证的个性化列表以及票证详细信息
的链接。

票证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票证的只读视图。

更新票证页面 为管理员提供修改票证的页面。字段包括优先级、类型
和状态。

添加 Zendesk旧版集成

按照以下说明设置旧版基于 Java的 Zendesk集成。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在旧版下，选择 Zendesk磁贴。

3. 输入集成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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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作为先决条件收集的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URL。
• 输入客户端 ID。此值是您在 Zendesk注册应用程序时获得的唯一标识符。
• 输入客户端密钥。此值是您在 Zendesk注册应用程序时复制的 Secret。
• 为要加载的票证的月数选择一个值。

5. 选择使用您的 Zendesk帐户登录以启用 OAuth授权。Zendesk登录页面将在新选项卡中打开。系统会提示
您输入帐户名、确认访问权限并输入密码。

6. 选择添加。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您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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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或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Zendesk连接器规范。

旧版 Zendesk微应用

我们基于 Java的 Zendesk集成带有以下预配置的开箱即用微应用：

添加票证：提交 Zendesk门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提交票证页面 提供用于提交票证的表单。

门票：查看详细信息的 Zendesk门票。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分配给你的新票证（已更改）通知 将现有票证分配给用户后，他们会收到通知。

分配给你的新票证（新）通知 向用户分配新票证时，他们会收到通知。

票证状态更改通知 当票证的状态发生更改时，票证的提交者会收到通知。

票证已更新通知 票证更新后，提交者会收到通知。

我的门票页面 提供与用户相关的票证的个性化列表以及票证详细信息
的链接。

票证详情页面 提供包含详细信息的票证的只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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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Zoom

December 1, 2021

部署适用于 Zoom的 Citrix集成，以便从任何地方、通过任何设备或内部网安排会议。通过我们与 Zoom的集成，用
户可以：

• 创建一次性或定期会议，添加联合组织者，然后选择不同的时区。微应用还提供用户安排的会议的邀请详细信息。
• 查看、编辑和开始创建的会议。
• 安排 Zoom办公时间会议。
• 会议结束后收到他们的会议录制通知并播放录制内容。

注意：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反馈！请在使用此集成模板时提供反馈。对于任何问题，我们的团队还将每天监控我们的专门
论坛。

有关适用于 Zoom的开箱即用微应用的全面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微应用进行缩放。

查看必备项

这些先决条件假定管理员是组织的 Zoom集成设置的一部分。此 zoom管理员帐户必须具有用户信息的完全读取权限。
与 Zoom设置此集成后，需要以下工件才能在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中添加集成：

• 基本 URL：https://api.zoom.us/v2/
• 授权 URL：https://zoom.us/oauth/authorize
• 令牌 URL：https://zoom.us/oauth/token
• 客户端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唯一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Secret：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注意：

我们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
的最高安全性合规性。

将CitrixGateway配置为支持Zoom的单点登录，这样一旦用户登录，他们将自动重新登录，而无需再次输入凭据。有关
配置 SSO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Gateway服务 https://docs.citrix.com/en‑us/citrix‑gateway‑service/。

集成需要定期访问您的 Zoom实例，因此我们建议您创建一个专用用户帐户。您可以在 https://marketplace.zoom.
us/docs/api‑reference/other‑references/privileges中查看权限/特权。此账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

• 服务帐户所需的权限：完全管理员权限

可以对特定资源发出的 API请求数量有限，因此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 Zoom API限制表单链接：https://marketplace.zoom.us/docs/api‑reference/rate‑limits
• 推荐计划：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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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新的服务帐号

在此处登录：https://zoom.us/signin。有关新服务帐号，请参阅以下 URL：https://marketplace.zoom.us/
docs/guides/getting‑started

配置OAuth服务器

将 OAuth服务器配置为通过 Zoom集成读取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到 https://marketplace.zoom.us/。

2. 选择右上角的 “开发”下拉菜单。

3. 选择构建应用程序。

4. 选择为 OAuth应用程序创建，选择应用类型作为帐户级应用程序。

5. 禁用将应用程序发布到市场的开关，然后选择创建。

6. 在重定向 URL字段和白名单 URL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URL。然后选择 “继续”。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7. 填写必填字段，然后选择继续。

8. 在范围部分下，选择添加范围，然后选择会议、录制和用户的范围。然后选择 “完成”。

9. 选择 “安装”。将打开一个新选项卡以授权应用程序，然后选择授权并关闭选项卡。

10.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身份验证。

配置OAuth客户端

配置 OAuth客户端以通过 Zoom集成写回数据。

1. 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 https://marketplace.zoom.us/，如上所述。

2. 选择右上角的 “开发”下拉菜单。

3. 选择构建应用程序。

4. 选择为 OAuth应用程序创建。选择应用类型作为用户管理的应用程序。

5. 禁用将应用程序发布到市场的开关，然后选择创建。

6. 在重定向 URL字段和白名单 URL字段中输入此集成的以下授权重定向URL。然后选择 “继续”。

• <https://{ yourmicroappserverurl } /app/api/auth/serviceAction/
callback>

7. 填写必填字段，然后选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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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范围部分下，选择添加范围，然后选择会议、录制和用户的范围。然后选择 “完成”。

9. 选择 “安装”。将打开一个新选项卡以授权应用程序，然后选择授权并关闭选项卡。

10. 复制并保存屏幕上显示的 clientId和 S ecret。配置集成时，可以将这些详细信息用于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添加集成

将 Zoom Meeting集成添加到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以连接到您的应用程序。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
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这样可以提供带有预配置通知和操作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这些通知和操作
可在工作区中使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新集成，然后从 Citrix提供的模板中添加新集成。

2. 选择 “缩放会议”磁贴。

3. 输入集成的集成名称。

4. 输入连接器参数。

• 输入实例基本 URL：https://api.zoom.us/v2/
• 从图标库中选择用于集成的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5. 在服务身份验证下，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身份验证选项是预
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建
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大
安全合规性。

a)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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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题。

c) 授权URL是预先填写的：https://zoom.us/oauth/authorize

d)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zoom.us/oauth/token

e) 确保为范围输入以下内容：会议：读取：管理员，录制内容：读取：管理员，用户：读取：管理员会议：读
取，会议：写入

注意：

激活 “创建会议”微应用；会议：读取、会议：写入、会议：读取：管理员
使即将举行的会议（本周）微应用处于活动状态；会议：读取、会议：写入、会议：读取：管理员
激活 “我的办公时间”微应用；会议：阅读，会议：write，会议:read: admin
使会议录制文件微应用处于活动状态；录制:read: admin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服务
器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6. 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下，启用在操作使用单独的用户身份验证开关。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作级别进行身份
验证。身份验证选项是预先选择的。确保在完成该过程时选择了这些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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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身份验证方法菜单中选择OAuth 2.0，然后填写身份验证详细信息。
b) 从授权类型菜单中选择授权码。这会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
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这将显示您在注册应
用程序时使用的回调 URL。

c) 从令牌授权菜单中选择授权标题。
d) 授权URL是预先填写的：https://zoom.us/oauth/authorize
e) 令牌URL已预先填充：https://zoom.us/oauth/token
f) 输入您的客户 ID。客户端 ID是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您在配置 OAuth客户
端时收集此密钥和密钥。您需要添加在集成配置页面上看到的回调 URL。

g) 输入您的客户端密钥。客户端密钥是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7. 启用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在请求数中输入 55，在时间间隔中输入 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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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可选）启用日志记录切换以保留 24小时的日志记录以用于支持目的。

9. 选择保存以继续。

10. 在OAuth授权下，选择授权以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出现一个弹出窗口，其中包含 Zoom登录屏

a) 输入您的服务帐户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登录。
b) 选择接受。

微应用集成页面随即打开，其中包含您添加的集成及其微应用。在这里，你可以添加另一个集成，继续设置开箱即用的
微应用，或者为此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现在，您已准备好设置和运行第一次数据同步。由于可以将大量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因此我们建议
您使用 “表”页面筛选实体以进行首次数据同步，以加快同步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所需实体。有关同步规
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有关 API端点和表实体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Zoom HTTP连接器规范。有关管理访问和订阅者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分配订阅者。要删除集成，请从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要卸载的集成旁边的菜单。选择删除集成，然后确认。

使用微应用进行 Zoom

现有的应用程序集成随现成的微应用程序一起提供。从这些微应用开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自定义它们。

创建会议：根据自己的喜好安排会议。用户可以选择会议标题、持续时间、开始日期、共同组织者等。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创建会议页面 根据用户首选项提供安排会议的表单，其中包含以下详
细信息：会议标题、开始时间、持续时间、周期（一次、
每天、每周、每月）、密码、共同组织者、会议的拨入号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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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新的 “一次性会议”页面 此页面为创建的会议提供成功消息，其中包含一次性会
议的 “查看详细信息”按钮。

新会议周期性页面 此页面为创建的会议提供成功消息，其中包含定期会议
的 “查看详细信息”按钮。

邀请页面 创建会议后立即提供会议的邀请详细信息，例如会议主
题、密码、日历详细信息、发生次数详细信息、加入
URL、开始时间、会议 ID、拨入号码。

即将举行的会议（本周）：查看本周所有即将举行的会议。用户可以编辑和开始会议。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一次性会议提醒通知 当一次性会议的开始时间少于一小时时，会议主持人会
收到通知。

定期会议提醒通知 当定期会议的开始时间少于一小时时，会议主持人会收
到通知。

所有会议页面 提供有关本周即将举行的一次性会议和定期会议的所有
即将举行的会议的信息，并提供搜索选项，用于根据会
议主题筛选会议。

会议详情一次性页面 提供即将举行的一次性会议的邀请详细信息，例如会议
主题、密码、日历详细信息、加入 URL、开始时间、会
议 ID、拨入号码以及编辑和开始按钮选项。

会议详情重复出现页 提供即将召开的定期会议的邀请详细信息，例如会议主
题、密码、日历详细信息、发生次数详细信息、加入
URL、开始时间、会议 ID、拨入号码以及编辑和开始按
钮选项。

“编辑一次性会议”页面 根据用户首选项提供用于编辑一次性会议的表单，其中
包含以下详细信息：会议标题、开始时间、持续时间、时
区、周期（一次性、每日、每周、每月）、密码、共同组
织者，用于会议。

编辑定期会议页面 根据用户首选项提供用于编辑定期会议的表单，其中包
含以下详细信息：会议标题、开始时间、持续时间、时
区、周期（一次性、每日、每周和每月）、密码、共同组织
者，用于会议。可以选择保存此事件并保存所有匹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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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一次性会议提醒页面 提供即将举行的一次性会议的邀请详细信息，例如会议
主题、密码、日历详细信息、加入 URL、开始时间、会
议 ID、拨入号码以及 “开始”和 “关闭”按钮选项。

定期会议提醒页面 提供即将召开的定期会议的邀请详细信息，例如会议主
题、密码、日历详细信息、加入 URL、开始时间、会议
ID、拨入号码以及 “开始”和 “关闭”按钮选项。

我的办公时间：根据喜好安排办公时间会议。用户可以选择持续时间、开始日期、拨入号码等。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虚拟办公时间 在表格中提供当月的预定办公时间会议详细信息。如果
用户没有安排当月的任何会议，此页面还可以帮助用户
创建办公时间。

设置虚拟时间 根据用户首选项提供安排办公时间会议的表单，其中包
含以下详细信息：会议的开始时间、日期、持续时间、时
区、周期（一次性、每日、每周、每月）、密码、拨入号
码。

新会议 使用 “查看详细信息”按钮成功创建会议后显示成功消
息。

邀请 创建会议后立即提供会议的邀请详细信息，例如会议主
题、密码、日历详细信息、发生次数详细信息、加入
URL、开始时间、会议 ID、拨入号码。

编辑办公时间 帮助用户根据以下字段的用户首选项编辑计划的办公时
间会议，例如开始时间、持续时间、日期。

会议录音：查看过去七天的所有会议录像。还允许用户从任何设备播放录音。

通知或页面 用例工作流

会议录音通知 当有新的会议录制文件可用时，会议主持人会收到通知。

“录音表”页 提供用于查看主持人过去七天的所有会议记录的表格。

录制详情 提供录音的详细信息，例如 “会议主题”、“日期”、“时
间”、“下载 URL”和 “播放录音按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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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模板连接器规格

June 9, 2022

在设置模板应用程序集成以使用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或构建自己的微应用程序时，请使用连接器规范。在开始之前，
请务必查看配置应用程序集成的最佳做法。有关模板集成及其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的完整列表，请参阅设置模板集成。

连接器规格详情包括：

• API终端节点
• 服务操作
• 实体和属性

以下连接器规格适用于 Citrix微应用模板集成：

• Citrix Cloud Status Hub
• Citrix Podio连接器规格
• Citrix DaaS连接器规格
• Covid‑19自我证明连接器规格
• 员工问卷调查应用程序连接器规格
• Adobe Sign连接器规格
• SAP Ariba连接器规格
• Blackboard Learn连接器规格
• Cherwell连接器规格
• SAP Concur连接器规格
• DocuSign连接器规格
• Google Analytics连接器规格
• Google日历 HTTP连接器规格
• Google Directory HTTP连接器规格
• Google Directory和 Google日历旧版连接器规格
• Google Meet连接器规格
• GotoMeeting连接器规格
• Jira HTTP连接器规格
• Jira连接器规格
• MS动态 HTTP连接器规格
• MS Dynamics连接器规格
• MS Outlook连接器规格
• MS Teams连接器规格
• Oracle HCM连接器规格
• Podio连接器规格
• Power BI连接器规格
• 电源 BI HTTP连接器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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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S连接器规格
• Salesforce HTTP连接器规格
• Salesforce连接器规格
• ServiceNow HTTP连接器规格
• ServiceNow连接器规格
• SocialChorus连接器规格
• SAP SuccessFactors连接器规格
• Tableau连接器规格
• Webex连接器规格
• Workday连接器规格
• Workday HTTP连接器规格
• Zendesk连接器规格
• 变焦连接器规格

导出和导入集成和微应用

December 1, 2021

微应用服务允许您选择轻松导出和导入集成和微应用。

通过导出，您可以：

• 单独导出集成、包含所有微应用或选定微应用的集成。
• 从现有集成中单独导出微应用。

通过导入，你可以：

• 导入包含所有微应用的集成。
• 除了当前微应用的新版本之外，还可以从现有导出文件单独导入微应用。

优势

导入和导出集成和微应用程序可用于以下情况：

• 备份和还原现有的集成和微应用。
• 通过集成减少开发额外微应用所需的时间。
• 在不影响生产集成的情况下测试新配置。
• 通过允许你开发安全的方法来测试建议的解决方案来排除故
• 与组织内的其他微应用开发人员或更广泛的 Citrix Microapp Platform开发人员社区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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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功能

导出功能将各种设置和配置打包到扩展名为.mapp的文件中。此文件可以导入微应用管理控制台。有两种类型的.mapp
文件。一个用于集成，另一个用于微应用。

注意

导出文件中不包含敏感数据，包括用户 ID、密码、OAUTH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

模板集成.mapp配置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 同步计划和配置
• 表格

– 编辑架构选项
– 选定的属性
– 过滤器和筛选器查询

• 关系
• 操作
• 配置

– 集成名称
– 连接器参数

* 服务 URL
– 服务验证

* 用户名
* 密码

– 用户认证方法
– 其他参数
– 本地配置
– 日志记录

注意

微应用是导出的，但是之前配置的任何订阅者都不会导出。导入微应用后，必须重新配置订阅者。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分配订阅者。

HTTP集成.mapp配置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 数据加载
– 数据终端节点（包括链接的子端点）

• 表格
• 关系
• 服务操作
• 配置

– 集成名称
– 连接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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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 URL
– 图标
– 本地实例
– 服务验证

* 身份验证方法
– 服务操作身份验证

* 在操作中使用单独的用户验证
* 身份验证方法

– 日志记录

Microapp.mapp配置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 属性
– 名称
– 说明
– 图标
– 操作
–（操作页面）

• 通知
– 名称

* 触发器
– 切换
– 內容

* 操作按钮
– 目标页
– 设置

* 条件
– 到期条件

• Pages
– 所有 Page属性和操作
– 所有页面格式
– 所有页面组件和设置
– 所有操作都叫

• 本地化
– 所有本地化设置

• 元数据
– 识别用于构建微应用的集成。
– 微应用组件到集成数据缓存层的映射结构必须正确映射到新集成。
– 不会导出任何订阅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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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配置

要导出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微应用管理控制台，找到要导出的集成。
2. 单击集成的省略号菜单，然后选择导出集成。
3. 输入供应商和描述字段的可选值。
4. 选择或取消选择要包含在导出文件中的微应用。
5. 选择导出。
6. 将生成的.mapp文件保存到安全位置。
集成的.mapp配置文件将以.mapp文件格式导出到本地计算机。

导出微应用

要导出微应用文件，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打开微应用管理控制台，找到要从中导出微应用的集成。
2. 单击要导出的微应用的省略号菜单，然后选择导出。
3. 将生成的.mapp文件保存到安全位置。
集成的.mapp配置文件将以.mapp文件格式导出到本地计算机。

导入功能

在导入集成配置和微应用程序时，请在开始导出/导入工作流程之前考虑以下事项：

• 导入后集成的状态如何。
• 根据导出的集成类型和配置的设置，必须更新集成配置。
• 导入后，集成状态可能会显示需要身份验证配置的警告。要成功导入，您需要再次配置身份验证凭据。
• 在更新服务凭据之前，不能进行同步、缓存或操作。

OAuth

导出和导入使用 OAuth的集成和微应用程序时，在开始导出/导入工作流程之前，请考虑以下事项：

• 对于与为服务帐户或服务操作配置的 OAuth的集成，导出集成时不带客户端密钥。
• 这样做会给使用 OAuth的任何身份验证方案（包括服务身份验证方案和服务操作身份验证方案）造成问题。
• 在更新服务凭证之前，无法进行同步或操作。
• 要从记录系统获取更新的访问令牌，需要重新进行身份验证。

要填写 OAUTH凭据，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在微应用管理控制台中，找到新导入的集成。
2. 单击集成的省略号菜单，然后选择编辑。
3. 单击左侧的 “属性”
4. 填写缺失的密码和密码，然后重新进行 OAuth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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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微应用限制

微应用是在集成中创建的。作为微应用的父集成称为源集成。导入微应用时，可以导入到同一源集成或其他集成或目标
集成中。
将微应用导入目标集成时，必须了解一些重大限制。

导入微应用的已知影响：

• 删除原始微应用时，所有现有的通知（也称为 Feed卡）都将被删除。
• 从新集成的下一次同步（完全或增量）开始生成新的馈送卡和推送通知。
• 微应用只能在与源集成具有相同集成类型（模板或 HTTP集成）的目标集成中导入。

注意

即使源集成和目标集成的基础数据结构（又名模式）相同，微应用导入功能也无法将微应用数据结构与其他类型的
集成相匹配。

目标集成具有与源集成匹配的数据库结构：

• 如果目标集成中缺少一些缓存表（模式不同），则微应用将导入为配置错误。
• 为防止错误配置，请确保源集成和目标集成的架构相同。
• 浏览集成架构以验证微应用所需的表是否包含在模式中。

微应用模板架构

要查看模板集成的架构，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登录微应用管理控制台并找到要查看的集成。
2. 单击省略号菜单，然后选择编辑。
3. 从左侧菜单中选择 “表”，然后单击按钮以编辑架构。
4. 查看表格并比较源架构和目标架构。这样可以确保将相同的表和实体同步到微应用数据缓存。

导入后的微应用状态

导入微应用程序时，会出现以下情况：

• 微应用没有订阅者。必须手动重新创建订阅者。
• 在设置所有订阅者并进行下一次同步之前，不会针对此微应用创建任何通知。
• 系统会根据通知触发器首选项自动生成通知（通常在下次同步之后）。

导入配置步骤

要导入配置，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打开微应用管理控制台，然后单击管理控制台顶部的添加集成。
2. 选择要添加的集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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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导入先前配置的集成选项旁边的继续按钮。
4. 拖动集成.mapp文件或选择浏览以从特定位置选择文件。
5. 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文件，则可以通过单击删除链接来选择将其删除。否则，请单击 “导入”。
6. 集成与管理控制台中的所有其他集成一起显示。

接下来的步骤：

• 将缺失的凭证添加到新集成中。
• 向新微应用添加订阅者。
• 删除目标环境中的原始集成。

将微应用导入现有集成
注意

微应用包含对用于创建它们的集成的数据结构的引用。因此，微应用只能在兼容的目标集成中导入。

要将新的微应用导入现有目标集成，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微应用管理员控制台并找到目标集成。
2. 选择目标集成的省略号菜单，然后选择导入微应用。
3. 拖动集成.mapp文件或选择浏览以从特定位置选择文件。
4. 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文件，则可以通过单击删除链接来选择将其删除。否则，请单击 “导入”。
5. 微应用与所有其他微应用一起显示以进行集成。

接下来的步骤：

• 向新微应用添加订阅者。

导入新的微应用版本

您可以从微应用选项（省略号）菜单将微应用更新到较新版本。

1. 在微应用集成屏幕中选择在所需的微应用上导入新版本。

2. 拖动新的微应用，然后选择导入。

（可选）如果要从系统中完全删除旧版本的微应用，请选择删除现有 Feed卡。如果不选择此选项，旧微应用将
保留在标有和生命周期终止 (EOL)标记的系统上。您的较新版本被设置为活动微应用。建议您不要删除旧的微
应用，以保持创建的 Feed卡正常工作。

3. 点击导入

您的新微应用已导入。

接下来的步骤：

• 向新微应用添加订阅者。
• 生命周期终止 (EOL)：您可以手动将微应用设置为生命周期结束。通过单击编辑微应用并选择属性，可以找到
EOL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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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集成

要升级集成，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微应用管理控制台，然后单击管理控制台顶部的升级集成。
2. 选择要添加的集成类型。
3. 拖动集成.mapp文件或选择浏览以从特定位置选择文件。
4. 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文件，则可以通过单击删除链接来选择将其删除。否则，请单击升级。
5. 集成与管理控制台中的所有其他集成一起显示。

升级集成考虑

• 仅支持 HTTP集成。
• 可接受的数据结构包括新表、现有表中的新列以及新关系。不允许对以下内容进行修改：

– 表（删除表或更改表名、主键）。
– 列（删除列，或更改列名、数据类型、主键、唯一约束、可为空）。
– 关系（根本不可能删除或更改）。

• 如果不再需要旧结构的某些部分，则可以将数据结构保留为空，或者使用脚本来定义值。
• 不允许删除目标服务操作。验证适用于维修操作通用唯一标识符 (UUID)及其定义，包括参数等。

– 如果需要更改服务操作，则必须将这些服务操作配置为新的服务操作，并更新每个微应用以调用更新的服
务操作。

集成升级成功后，将完全替换以下内容：

• 所有数据端点和webhook定义。
• 维修操作（等于在添加新配置的操作时保留旧操作）。
• 作为 HTTP集成脚本的一部分准备的所有脚本。

升级后：

• 需要完全同步才能缓存新包含的表和列。在成功同步之前，应用程序可能无法正常运行（由于缺少数据）。
• 只有集成实体、关系、数据终端节点、脚本和服务操作才会导入并可用于集成升级（没有属性、授权等）。

构建自定义应用程序集成

December 1, 2021

集成扩展了 Citrix Workspace及其微应用程序，为用户提供了尖端的体验和用户界面。提供相关、可操作的通知，结
合直观的微应用工作流程，使最重要的业务系统和应用程序用例可以直接从用户的工作区访问。

通过减少上下文切换并消除了学习如何使用各种应用程序进行一次性交互的需要，从而节省用户时间。这改善了用户体
验，因为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主要职责。

使用低代码编辑器让使用微应用成为一个简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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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选择业务应用程序、确定用例以及确定需要使用哪些 API来规划集成。
2. 通过添加基本 URL、设置身份验证和配置集成来创建集成。
3. 创建微应用并向其中添加通知和页面。

注意：

如果您需要 Citrix Workspace的测试实例才能开始使用，请访问 Citrix Workspace开发人员门户。

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旅程的一些细节。

规划集成。选择要集成的目标业务应用程序，确定集成用例并确定 API。

有无数的应用程序可以集成到 Citrix Workspace中。选择保存 Citrix Workspace用户感兴趣的信息的目标应用程
序。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经常用于快速任务且用户无法直观访问的应用程序。使用户能够直接从 Citrix Workspace内
部进行交互的可操作应用程序比仅启用用户通知的应用程序具有更大的价值。例如，批准、创建、添加。

完成后，您将获得目标应用程序的基本URL，即用于此集成的Web地址的一致部分。例如：

https://app.{ yoursaasapp } .com/api/1.0/workspaces/{ YOUR_WORKSPACE_ID }

接下来，确定我们要集成到 Citrix Workspace中的所选目标业务应用程序的关键用例。例如：

• 批准 PTO
• 创建 PTO
• 查找待处理的批准
• 标记任务已完成
• 通知用户已创建或更改的已分配任务

一旦知道了用例，下一步就是确定允许我们从目标系统中提取相关信息或重新注入目标系统的 API。此步骤很可能涉及
到用例标识的来回迭代，因为目标系统可能没有提供合适的 API来实现用例。例如：

• 用于批准 PTO的 API端点：PUT https://my.api.example/pending_pto_approvals/{ id
}

• 用于预订 PTO的 API终端节点：POST https://my.api.example/pto/
• 获得待批准的 API终端节点：GET https://my.api.example/pending_pto_approvals/
• 用 于 标 记 任 务 完 成 的 API 端 点：GET https://app.asana.com/workspaces/{ your.
workspace.id } /projects

创建集成。添加基本URL、设置身份验证并配置集成。

您可以使用在规划阶段收集的目标应用程序的基本URL。

选择服务身份验证类型。HTTP集成支持基本、NTLM、持票人和 OAuth 2.0身份验证方法。

现在配置你的集成。使用在规划阶段收集的端点数据。此端点数据以及服务操作配置构成了创建可操作的微应用的基础。

创建微应用。添加通知和页面。

构建自己的微应用，以提供最佳的最终用户体验，满足您的需求并简化日常工作流程。将空白微应用添加到应用程序集
成，然后创建页面或事件通知或同时创建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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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是事件驱动的微应用，它在需要用户关注某些事情时自动通知用户，例如，作为Workspace活动源中的卡
片。例如，供批准的新费用报表和可供注册的新课程。

• 页面是用户启动的微应用，可在Workspace中作为操作使用，使启动操作变得容易。例如，请求 PTO、提 **
交帮助台票证和搜索目录。

就是这样。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下一步的去向

查看构建自定义应用程序集成的后续步骤：

• 规划集成

• 创建 HTTP集成

• 配置集成

• 创建微应用

HTTP集成概念

December 1, 2021

本节介绍了创建 HTTP集成时使用的基本概念，旨在作为参考，用于增进对各个组件如何相互协作的理解。有关所有这
些概念及其与微应用的关系的深入培训，可在 Citrix培训门户网站上找到。请注意，访问 Citrix培训门户需要 Citrix
登录名。

URL和URI

URL（通用资源位置）是一组方案，其中包含有关如何通过 Internet访问资源的特定说明。

URL基本上是网络上某些服务或资源的地址。可通过HTTP访问的每个资源都由URL标识。这些地址告诉我们的浏览
器如何以及在哪里寻找某些资源。

URI（通用资源标识符）有时也称为端点。
它与我们之前看到的URL相似，但添加了一个关键部分。我们要与之交互的资源的名称。此字符串唯一标识网络上的特
定资源。
URI是整个基本 URL（从协议到目录）与最后添加的实际资源的组合。

设置初始HTTP集成时，需要目标应用程序的URL和URI。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集成。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346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build-a-custom-application-integration/plan-the-integration.html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build-a-custom-application-integration/create-http-integration.html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build-a-custom-application-integration/configure-the-integration.html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create-microapps.html
https://training.citrix.com/elearning/coursequests/13/quest/162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build-a-custom-application-integration/create-http-integration.html


微应用

HTTP方法

HTTP方法是动词，表示客户端可以针对服务器上的数据或资源调用的操作。方法用于针对服务器资源运行操作。您可
以在 API请求方法中找到有关 HTTP集成如何使用这些方法的信息

设置数据加载和服务操作以加载和更改所需的微应用集成的数据时，会涉及HTTP方法。

构造HTTP请求和响应

HTTP方法包括 GET、PUT、POST、DELETE等。HTTP请求告诉服务器连接到资源后客户端想要执行什么操作。例
如，客户端可以查看数据或 GET、创建数据或 PUT、更新数据或 POST或删除数据。

路径包含请求的资源或 URI的位置。这包括所请求的特定资源（即 URI）的服务器主机名和服务器上的资源位置。

该协议定义了两个系统使用的通信语言，例如 HTTP/1.1。

HTTP请求由以下基本结构组成：

• 标题

request‑header字段允许客户端将有关请求以及客户端本身的其他信息传递给服务器。

• 正文

请求的最后一部分是 body，其中包含要发送到服务器的所有数据。并非所有请求都需要正文。只有当我们向服
务器发送数据时，我们才需要这个属性，就像 POST和 PUT方法一样。

• 回应

接收并解释请求消息后，服务器将使用HTTP响应消息进行响应。HTTP响应是从服务器发回客户端的数据。它
向客户端提供所请求的资源的表示形式。

设置 HTTP 集成、[数据加](/zh‑cn/citrix‑microapps/build‑a‑custom‑application‑integration/configure‑
the‑integration.html#add‑data‑endpoints) 载和 [服务操作](/zh‑cn/citrix‑microapps/build‑a‑custom‑
application‑integration/configure‑the‑integration.html#add‑service‑actions) 以 及 用 于 加 载 和 更 改
所 需 微 应 用 集 成 的 数 据 的 [Webhook 侦 听 器](/zh‑cn/citrix‑microapps/build‑a‑custom‑application‑
integration/webhook‑listeners.html)时，都会涉及 HTTP请求和响应。

分页

分页方法是在设置数据加载、Webhook侦听器和服务操作时配置的。所需的每种分页方法都取决于您的目标应用程序
集成。

要了解有关 HTTP集成中使用的分页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加载中的分页部分。

验证 API

有各种第三方平台（例如 Postman）可以让良好的沙盒环境试验您的 API。有关使用这些工具的大量信息，可通过特
定程序的平台和文档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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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集成和数据库

本节介绍在配置与目标应用程序集成的 HTTP集成时使用的基本数据库概念记录系统 (SoR)。

基本数据库结构

数据库表由一组使用命名垂直列和水平行模型的数据元素组成。列和行的每个交集都被称为单元格或实体。数据库表具
有定义的列数，并且可以有任意数量的行。每一行都是一条记录，代表一个实体的一个实例。唯一标识行的列的特定选
项称为主键。

主键

主键是表中的属性或列，其中包含用于唯一标识表中每一行或记录的唯一标识符。
列中的所有主键值都必须是全局唯一的，并且不能包含空值。
主键可减少数据冗余，并有助于在主表和外表中的数据之间形成关系。

主键是在设置数据加载和服务操作时配置的。

外键

外键是表中指向另一个（外部）表的主键的列。
外键充当表之间的交叉引用链接，是如何在集成数据结构中构建关系的基础。外键必须与另一个表中的主键匹配或为空
值。

数据加载和服务操作。

关系

数据库关系是使用 join语句创建的表之间的关联，用于从目标应用程序集成中检索数据。

• 一对一 (1:1)
一对一表关系链接两个表，其中子表中的主键也是引用父表中主键的外键。本质上，这意味着子表共享父表的主
键。

• 一对多 (1: N)
HTTP集成中的一对多关系链接两个表，其中子表中的外键链接到父表中的主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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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表以创建微应用时，关系是一个核心概念，在创建自定义关系时会使用关系。
您还可以在深入创建集成数据结构中阅读有关使用 HTTP集成建立复杂关系的更多信息。

数据类型

在配置 Ser vice操作时构建数据结构时，会使用数据类型。

• string：字母和数字的字母数字序列。
• integer：整数—可以是正数或负数。
• 布尔值：真或假值。
• object： JSON格式的键值对。
• array：值列表。

数据类型是在设置服务操作时定义和配置的。

SQL查询

查询将发送到微应用数据缓存，以返回并显示微应用页面中的值。Workspace用户可以在他们的 Feed和页面中看到
数据使用 SQL查询从微应用数据缓存中提取数据。

有关如何在微应用中显示和监控 SQL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页面详细信息。

额外的学习

有关学习微应用和工作区的其他资源，请访问 Citrix培训门户。请注意，访问 Citrix培训门户需要 Citrix登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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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集成

December 1, 2021

选择要集成的目标业务应用程序，确定集成用例并确定 API。

有无数的应用程序可以集成到 Citrix Workspace中。选择保存 Citrix Workspace用户感兴趣的信息的目标应用程
序。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经常用于快速任务且用户无法直观访问的应用程序。使用户能够直接从 Citrix Workspace内
部进行交互的可操作应用程序比仅启用用户通知的应用程序具有更大的价值。例如，批准、创建、添加。

选择要集成的目标业务应用程序

选择保存 Citrix Workspace用户感兴趣的信息的目标应用程序。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经常用于快速任务且用户无法直观访问的应用程序。此外，使用户能够从 Citrix Workspace中直
接交互（例如，批准项目）的应用程序比仅启用用户通知的应用程序具有更大的价值。

如果目标系统使用 JSON REST和任何常见的身份验证机制（OAuth 2.0、NTLM、基本身份验证、持票人身份验证），
则系统很有可能与 Citrix Workspace无缝集成。为了能够将 HTTP集成与目标记录集成系统 (SoR)结合使用，请确
保 SoR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您的目标集成应用程序 SOR使用以 JSON格式返回数据的 REST API。

• 您的产品支持使用服务帐号，该帐户可以访问所有用户的数据并在服务操作中代表他们回写，可能是两个单独的
帐户。

• 您的产品支持从单个终端节点获取对象的所有实例。例如，所有 Jira票证都可以通过 GET /search获取，而
O365需要逐个用户获取电子邮件。

• SOR填充有代表性的数据（数据表自动生成是通过获取结果并识别其结构来完成的，如果 SOR中的数据缺少嵌
套的 JSON字段，则不会为它们创建表）。

• 您的产品支持以下授权格式之一：无、基本、OAuth 2.0、NTLM或持票人/令牌身份验证。当OAuth 2.0可用
时，请始终使用此方法作为默认方法以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合规性。

• 您的产品支持以下分页形式之一：无、页面、偏移、链接、标题链接、光标、OData。

识别集成用例并确定 API

接下来，我们确定要集成到 Citrix Workspace中的所选目标业务应用程序的关键用例。此活动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 通过集成用例可以实现的潜在时间节省。
• 实施用例所需的工作量。

一旦知道你的用例，下一步就是确定允许我们从目标系统中提取相关信息或重新注入目标系统的 API。此步骤很可能涉
及到用例标识的来回迭代，因为目标系统可能没有提供合适的 API来实现用例。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350



微应用

当今最常见的 API标准是 RESTful API，它们提供使用 JSON格式化的响应。几乎所有现代企业 SaaS应用程序都实
现了这样的 API。

下一步的去向

现在您已计划好集成，请创建然后配置集成：

• 创建 HTTP集成

• 配置集成

创建HTTP集成

November 8, 2022

现在您已经确定了 API，让我们向微应用服务添加 HTTP集成。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添加集成。

2. 选择创建到HTTPWeb服务的新集成以添加配置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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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您的集成提供一个名称，然后输入您收集的基本 URL。基本 URL是用于此集成的Web地址的一致部分。
例如，https://app.asana.com/api/1.0/workspaces/${ YOUR_WORKSPACE_ID }。将 $
{YOUR_WORKSPACE_ID}替换为您的工作空间 ID（例如 419224638481718）。

每个集成只能添加一个基本 URL。如果您需要更多基本 URL，则必须创建另一个集成。

注意：

虽然HTTP和HTTPS都允许作为 SaaS集成的基本 URL，但HTTP被认为是一种不太安全的连接方法，
您不太可能将其用于目标集成应用程序。本地集成不允许使用 HTTP基本 URL。

4. 选择要与集成一起显示的图标。从预定义的图标集中选择一个，或添加自定义图标。有关添加自定义图标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添加自定图标

5.（可选）要连接到本地记录系统 (SoR)，请启用本地实例切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地实例。

6. 根据需要选择服务身份验证方法和服务操作身份验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服务身份验证。

7.（可选）要为您的集成启用速率限制，请选择请求速率限制开关。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请求速率限制。

8. 选择右上角的添加以保存这些集成配置。现在，您可以继续配置集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集成。

添加自定义图标

您可以添加自定义图标以更好地识别您的集成。当你向更广泛的受众发布 HTTP集成时，图标文件将上传到 Azure
CDN存储，并且可以公开访问。

图标文件必须符合以下参数：

• 该文件为 png格式，背景透明。
• 文件的分辨率必须精确为 128x128像素。
• 最大文件大小为 80 KB。

注意

自定义图标仅用于概述集成。您无法将它们传播到Workspace通知。

要添加图标，请选择添加图标，然后选择要上传的文件。

当您导出集成然后将其导入另一个实例时，该图标将添加到目标实例的自定义图标列表中。

要删除图标，请从图标弹出窗口中选择一个图标，然后单击删除图标。移除图标时，该图标不会被删除。集成包含指向
该图标的链接，但您无法再次选择该图标。

本地实例

微应用服务允许你连接本地记录系统 (SoR)。本地集成不允许使用 HTTP基本 URL。要创建本地连接，请首先使用
Connector Appliance进行连接，然后按照此过程收集并添加资源标识符 ID。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itrix Cloud
Connector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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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到 Citrix Cloud并使用您的凭据登录。
2. 登录 Citrix Cloud后，从左上角的菜单中选择资源位置。
3. 找到要使用的资源位置，然后选择资源名称下方的 ID图标以显示资源位置的 ID。
4. 复制资源位置 ID。
5. 将位置 ID粘贴到添加HTTP集成屏幕的本地实例资源位置字段中。
6.（可选）如果您需要集成才能接受未签名的证书，请禁用 SSL证书验证。

您的本地集成已配置。

设置服务身份验证

配置 HTTP集成服务身份验证时，必须使用目标应用程序（记录系统）设置服务帐户。如果要使用服务帐户向应用程序
写入数据，则还必须在目标应用程序中同时拥有读取和写入权限。在收集了有关目标应用程序的所有必要信息（登录名、
密码、安全凭证等）之后，您就可以开始服务集成过程了。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身份验证方法：

• 无 ‑不需要安全证书。
• 基本 ‑使用目标应用程序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身份验证。
• NTLM ‑将HTTP集成配置为使用一套微软协议通过新技术局域网管理器 (NTLM)身份验证服务器进行连接，以
通过微软Windows凭据对 NTLM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 Bearer ‑将目标集成的身份验证方案配置为使用服务器响应登录请求而生成的不记名令牌。
• OAuth 2.0 ‑使用 OAuth 2.0安全协议为委派访问生成请求/授权令牌。OAuth 2.0的实现因系统而异，但
OAuth 2.0的一般工作流程如下所述。

• API密钥 ‑使用 API Keys方法对用户、开发人员或调用程序的 API进行身份验证。

注意：

建议您始终使用 OAuth 2.0作为可用的服务身份验证方法。OAuth 2.0可确保您的集成符合配置的微应用的最
大安全合规性。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输入集成的服务身份验证参数。

2.（可选）对于授权码授予类型，选择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并等待登录完成。

3. (可选)选择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单选按钮，然后在服务操作级别输入身份验证参数。

重要：

如果您使用的是委派权限，则可能没有完全访问权限。在这种情况下，请使用服务操作身份验证在服务操
作级别进行身份验证。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在服务级别使用基本身份验证，但出于安全原因，必须在服
务操作级别使用 OAuth 2.0。

4. 选择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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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uth 2.0身份验证

OAuth 2.0使应用程序能够获得对第三方应用程序上 HTTP服务用户帐户的特定访问权限。它的工作原理是将身份验
证委托给包含用户帐户的服务，然后授权第三方应用程序访问该用户帐户。

OAuth回调URL

用于身份验证的回调 URL遵循以下模式：

1 https://{
2 customer_id }
3 .{
4 customer_geo }
5 .iws.cloud.com/admin/api/gwsc/auth/serverContext
6 https://{
7 customer_id }
8 .{
9 customer_geo }

10 .iws.cloud.com/app/api/auth/serviceAction/callback

此 URL的第二部分仅在定义每个用户身份验证的操作时使用。客户和地理标识符是可变的，每个客户都是唯一的。

OAuth 2.0授权类型

HTTP集成允许您从四种授权类型中进行选择。设置 Oath 2.0时，从菜单中选择您的授权类型。配置 OAuth 2.0时，
我们建议您使用授权码，因为这是最安全的授权流程。如果您需要其他服务操作身份验证方法，请使用客户端凭据和资
源所有者密码授予类型：

• 授权码 ‑授予客户端用来交换访问令牌的临时代码。该代码从授权服务器获取，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客户端请求的
信息。只有这种授权类型才能启用安全的用户模拟。

• 客户端凭证 ‑授权类型用于在用户上下文之外获取访问令牌。客户端使用它来访问自己的资源，而不是访问用户
的资源。

• 资源所有者密码 ‑提供正确的凭据以授权资源服务器提供访问令牌。
• 隐式流 ‑隐式授权类型仅适用于 Service操作身份验证，并且仅在开发人员模式下存在。您可以将响应类型设置
为 token或 id_token。没有提供自动访问令牌刷新。访问令牌到期时，您必须再次提供同意。

授予类型输入

根据上面定义的授权类型，系统会为您提供以下选项来完成以启用 OAuth 2.0身份验证：

• 范围 ‑定义访问请求的范围，这是授权服务器在设置目标集成应用程序时定义的字符串。
• 客户端 ID ‑定义表示授权服务器特有的客户端注册信息的字符串。
• 客户端密钥 ‑定义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发出的唯一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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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名‑定义目标应用程序帐户的用户名。
• 密码 ‑定义目标应用程序帐户的密码。
• 授权URL ‑定义在设置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时提供的授权服务器 URL。
• 令牌URL ‑定义访问授权令牌的 URL。
• 刷新令牌URL ‑（可选）定义访问授权令牌的刷新令牌 URL。如果未设置，则使用令牌 URL。
• 访问令牌参数 ‑如有必要，根据目标应用程序授权服务器的要求定义访问令牌参数。
• 使用您的服务帐户登录‑登录目标应用程序的授权服务器的服务帐户。
• 标头前缀 ‑（可选）如果您的持票人前缀与默认标题不同，请输入标题前缀。
• 中继状态允许您配置身份验证，使用户无需重新输入凭据即可访问某些微应用。

有关 OAuth 2.0的额外资源可以在 OAuth 2.0的问题请求页面找到。

中继状态

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使用中继状态：

• 您使用 Okta作为身份提供商。
• 目标 SoR支持 Okta作为其身份提供商。
• 中继状态已启用，并使用正确的 Okta URL正确配置。

成功设置Okta后，将Okta提供的 SinglesIgnonServiceURL输入到中继状态Okta URL字段中以进行集成。例
如：https://{ your Okta } .okta.com/app/{ SoR ID } /{ ID } /sso/saml。

中继状态仅适用于用户操作，不适用于完全/增量同步，并且仅传递最终用户凭据。某些 SORA要求最终用户确认同意
页面，而配置 RelayState并不会删除此要求。

有关配置 Okta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kta的官方文档。例如，您可以在如何为 Salesforce配置 SAML 2.0中查看如
何在 Salesforce中配置Okta。

OAuth 2.0疑难解答

如果在将目标应用程序连接到微应用平台时遇到问题，请根据自己的配置检查以下可能的解决方案错误：

• invalid_request ‑您的授权请求可能缺少必需的参数、包含不受支持的参数值（或其他授权类型）、重复参数、
包含多个凭据、使用多种机制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 invalid_client ‑由于以下原因，您的客户端身份验证失败：未知客户端、不包括客户端身份验证或不支持的身
份验证方法。授权服务器可能会返回 HTTP 401（未经授权）状态码，以指示支持哪些 HTTP身份验证方案。

• invalid_grant ‑授权授予或刷新令牌可能无效、已过期、已撤销，与向其他客户端发出的授权请求中使用的重
定向 URI不匹配。

• unauthorized_client ‑经过身份验证的客户端无权使用此授权授权类型。
• un支持 _grant_type ‑授权服务器不支持授权授权类型。
• invalid_scope ‑请求的作用域无效、未知、格式错误或超出资源所有者授予的范围。

如果您在配置 OAuth 2.0时仍然遇到问题，请检查是否为令牌和授权 URL输入了正确的 URL，因为它们都是唯一的。
还要重新检查你的其他输入是否正确，例如 Scope等。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检查集成应用程序服务器端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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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速率限制（可选）

选择请求速率限制以启用集成的速率限制。切换后，您可以定义从目标应用程序中提取的请求数和时间间隔（1秒或 1
分钟）。根据目标应用程序文档中定义的最佳实践/速率限制配置速率限制。

下一步的去向

现在您已经创建了 HTTP集成，请配置集成：

• 配置集成

HTTP集成脚本

December 1, 2021

HTTP集成脚本允许您以编程方式编写一些 HTTP集成功能的脚本：

• 数据加载 ‑脚本可以定义一个或多个同步函数，用于从记录系统 (SoR)中获取数据、转换数据并将其存储在缓存
中。

• 服务操作 ‑您的脚本可以定义一个或多个函数，这些函数将数据写入 SoR，获取有关已创建或更新的记录的信息
并将其存储在缓存中。

• Webhooks ‑您的脚本可以定义一个或多个函数，这些函数对应用程序记录系统配置和推送的数据做出反应。

每个脚本都定义了多个同步和操作函数。然后，HTTP集成会在同步执行期间或微应用用户调用操作时调用这些函数。

有关微应用脚本的其他详细开发人员资源，请访问 Citrix Developer门户。

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

使用脚本功能可推断您熟悉目标应用程序 SoR。在配置集成时所有其他集成方法都已用尽时使用脚本。

使用脚本进行 HTTP集成时，必须遵循以下常规过程：

• 准备好要通过微应用管理界面导入的脚本。
• 脚本必须使用在首选文本编辑器/开发工具中编辑的 javascript语言编写。
• 准备就绪后，通过微应用管理界面中的集成选项卡导入脚本，或者可以选择将脚本直接输入脚本功能中提供的文
本编辑器。

• 导入后，测试脚本。

导入脚本

通过微应用管理界面中的集成选项卡导入准备好的脚本。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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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 “脚本”。

2. 选择上传脚本。或者，您可以通过选择 “编辑”将脚本直接输入到文本区域。

刀片式服务器打开。

3. 将脚本拖到导入弹出窗口上。

4. 脚本经过解析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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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导入。

6. 您的脚本已导入。

注意：

现在，您可以直接在脚本文本编辑器中编辑脚本，也可以通过再次导入脚本文件来更新脚本。

• 您可以在 “数据加载”、“服务操作”和 “Webhook”屏幕中以数据端点的形式查看脚本式同步。

• 您可以在表页面中查看脚本定义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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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日志中查看脚本输出。

• 您可以在同步日志中看到脚本发出的请求。

要在脚本运行时查看和监视脚本，请转到日志屏幕。

常见问题解答

身份验证 ‑脚本使用的客户端与为记录系统 (SoR)集成配置的客户端相同，因此匹配 HTTP集成中定义的所有相同身份
验证。

在目标 SoR的数据加载和服务操作中配置的所有配置设置都将传播到脚本中。

脚本一旦加载，就会包含在微应用导入/导出中（因此可以导入导出到捆绑存储库中）。

自定义集成参数

脚本还支持在配置 HTTP集成时使用的自定义集成参数。例如，您的集成使用特定的应用程序 ID来引用用户工作区中
的特定应用程序。此 ID特定于用户，必须为每个集成设置。

自定义参数或 secret由配置参数定义定义，包括：

• name（字符串、无空格、无特殊字符）
• label（字符串）
• description（字符串）
• type（字符串，与列类型相同）
• 默认值（在导入过程中填充）
• 必需（布尔值）
• secret（布尔值）（密钥永远不会记录在微应用缓存或日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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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了解有关在 Citrix Developer门户网站开发脚本

在微应用脚本入门中开始开发自己的脚本。

请参阅微应用脚本 SDK中的微应用脚本示例。

在微应用脚本 SDK版本中获取最新的 SDK版本。

脚本转换

December 1, 2021

脚本转换允许您为数据加载终端节点和服务操作启用内联脚本转换。可以将脚本配置为接收从 HTTP响应获得的响应
对象，然后根据目标集成记录系统 (SoR)将其转换为另一个响应对象。脚本无法执行任何请求或存储任何数据。脚本转
换仅用于转换响应，以便 HTTP集成 JSON解析器可以对其进行解析。

• 每个 HTTP端点都有自己的可编辑脚本。
• 使用 “测试服务”按钮测试 HTTP集成时，脚本将与测试请求一起运行。
• 使用请求转换运行的脚本限制为 10000条语句。
• 脚本执行也受到一分钟的时间段的限制。如果脚本在此期间没有完成，它将被终止。

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

使用脚本转换可推断您熟悉目标应用程序 SoR。使用脚本转换进行 HTTP集成时，请遵循以下常规过程：

• 通过 “数据加载”或 “服务操作”配置页面准备好要导入的脚本。
• 脚本必须使用在首选文本编辑器/开发工具中编辑的 javascript语言准备。
• 准备就绪后，通过微应用管理界面中的脚本转换框粘贴脚本（或直接编辑）。
• 导入后，测试脚本。

注意：

使用脚本转换时，Citrix会记录标准脚本输出并为其编制索引以进行调试。在配置过程中使用print、console.log
等时，必须确保不记录任何敏感信息。

启用脚本转换

要在配置数据加载或服务操作时启用脚本转换，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脚本转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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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您准备好的脚本：

3. 选择带参数的测试，然后选择测试服务以查看原始响应、脚本输出、转换后的响应以及任何脚本错误（如果适
用）。

注意：

如果更改转换脚本，还必须重新生成表

当脚本对数据加载或服务操作正常运行时，请选择添加。

示例脚本

1 ({
2 response }
3 ) => {
4
5 _ = library.load("lodash")
6 let json = JSON.parse(response)
7 console.log(`loaded user count: ${
8 json.length }
9 `)

10 let transformed = json.filter(user => {
11
12 if (user.active ===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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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return true
15 }
16
17 console.log(`skipping inactive: ${
18 user.displayName }
19 `)
20 return false
21 }
22 ).map(user => ({
23
24 name: user.displayName,
25 avatarUrl: user.avatarUrls["32x32"],
26 now: _.now(),
27 }
28 ))
29 return JSON.stringify(transformed) }

注意：

您可以像前面的示例一样返回字符串，也可以返回转换后的变量的 js对象（数组）。

示例：重命名 JSON数组名称 before.json after.json：

1 ({
2
3 response
4 }
5 ) => {
6
7 _ = library.load("lodash")
8
9 function rename(obj, key, newKey) {

10
11 if (_.includes(_.keys(obj), key)) {
12
13 obj[newKey] = _.clone(obj[key], true)
14 delete obj[key]
15 }
16
17 return obj
18 }
19
20
21 let json = JSON.parse(response)
22 let transformed = rename(json, 'tickets', 'new_tickets')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362



微应用

23 return JSON.stringify(transformed) }

配置集成

December 1, 2021

现在您已经添加了 HTTP集成，请配置您的集成。此端点数据以及服务操作配置构成了创建可操作的微应用的基础。

添加数据端点

配置数据端点以将相关数据读入缓存。我们想要向用户显示（或想要使用触发事件或操作）的任何数据都必须被缓存。

要添加数据终端节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 “数据加载”。

2. 在数据端点配置下，输入端点名称。

3.（可选）如有必要，添加模板变量。此字段提供在 HTTP请求定义中使用的动态值。模板变量使您能够覆盖或更
改以下任一项中原始端点定义的所有参数：

• 操作前或操作后更新
• 动作调用
• 增量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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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能希望在增量同步期间使用模板变量的动态值。

a) 选择添加变量。

b) 输入新变量的名称。

c) 选择数据类型和源。选定的数据类型决定了源的选项。

i. 在 DATETIME数据类型下，对于静态值，输入一个值。
ii. 在 DATETIME数据类型下，对于相对日期，选择一个时间段。

d) 如有必要，选择配置菜单，然后输入日期时间的格式类型详细信息。

e) 选择保存。

您创建的新变量现在可以在 HTTP请求中使用。当您在mustache标签之间输入变量但该变量不存在时，弹出
窗口允许您通过选择创建变量来添加此变量。

注意：

模板变量值按照标准 HTTP编码规则进行百分比编码。
如果您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或者知道这些值已经进行了百分比编码，则必须使用三重藏匿胡子标签而不
是普通的双胡子来防止双重编码。例如，将更改为 }。

配置模板变量后，必须定义请求方法、分页类型，然后测试完全同步和增量同步 **部分的服务，如下所述。

4. 配置请求方法和 URL。

5.（可选）选择 +添加参数，然后根据需要配置QUERY、HEADER或请求正文参数。

注意：

您选择的数据类型决定了属性的格式。格式决定了微应用中的字段。使用胡子标签来引用参数名称。例如，。

6. 选择分页类型。您必须选择的分页类型取决于目标应用程序集成的 API标准。请参阅目标应用程序集成的 API
文档，了解应用程序集成使用的分页方法。

我们的 HTTP集成允许您从以下标准分页方法中进行选择。Page、Offset和 Cursor方法包含一个字段页面
大小值，用于定义每页要提取的记录数。

• 无 ‑未定义分页。

• 页面 ‑设置每页退货的限制。

示例：https://example.com?limit=100&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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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移 ‑提供两个参数，偏移和限制。Offset定义要跳过的记录数，限制每页显示的记录数。

示例：https://example.com?limit=100&offset=300

• 链接 ‑定义分页方法以定义正文中的下一页链接。

示例：

1 {
2
3 “ data” [⋯ ]
4 “ next” : https://example.com?lpage=3
5 }

• 标题链接 ‑类似于链接分页，但是根据 URL页面标题定义分页。

示例：

1 Link: <https://api.github.com/search/code?q=addClass+user%3
Amozilla&page=15>; rel="next",

2 <https://api.github.com/search/code?q=addClass+user%3Amozilla
&page=34>; rel="last"

• Cursor ‑Cursor分页使用特定记录的唯一标识符，该标识符用作指向要查询的下一条记录的指针，以返
回结果页。

示例：https://example.com?paginationToken=BFLMPSVZ

• OData ‑选择您的 OData版本以按照 OData标准执行分页。

7. 选择使用参数测试以检查终端节点是否正确配置。选择要测试的页数，然后选择使用参数测试。选择 “完成”关
闭刀片式服务器。

8.（可选）如有必要，请切换分页边界以定义返回记录的条件。这仅适用于页面和偏移分页类型，并且取决于目标
SoR要求。

9. 将要加载的最大页数设置为变量（默认为 10000，最大为 1000000）。必要时，使用此变量限制从 SoR返回的
记录数量。可以为每个终端节点单独配置要加载的最大页数。

10. 选择使用参数测试以检查终端节点是否正确配置。

如果测试成功，请继续下一步。如果收到错误消息，请根据收到的错误消息进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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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转换

有关配置脚本转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脚本转换。

获取数据结构

现在，您可以在获取数据结构部分中创建表。

1. 选择 “生成表”。

2. 选择 “来自 API ”或 “来自 JSON”：

• 从 API ‑从定义的终端节点自动获取数据。
• 来自 JSON ‑如有必要，使用来自示例 JSON粘贴 API，例如，您有响应但现在无法调用 API。
（可选）如果需要来自定义的端点的备用根目录，请定义根路径。根路径必须使用 JSON指针表示法定义。

3. 选择 “生成表”。

4. 要设置主键，请选择编辑属性铅笔图标，然后切换要用作主键的属性的主键（例如，id）。重要的是，主键列不
能包含空值。请勿将数据类型更改为 TIMESTAMP。

注意：

创建自定义集成和微应用时，必须始终分配主键以启用正确的增量加载，而不是在同步数据时进行完全覆
盖。

5.（可选）选择添加表并根据所需的目标应用程序的要求配置额外的表属性，然后单击保存。然后，您可以从 API
终端节点重新加载表结构。

6. 增量同步

在启用增量同步的情况下，您可以设置同步。也就是说，以更频繁的时间间隔仅下载自上次数据同步以来更新的
记录。为此，请配置您希望 API调用运行的频率。至少输入一个服务器时间参数。在不设置同步计划的情况下离
开会将同步设置为手动。

只有在目标应用程序需要自定义参数时才需要这些参数必要时请参阅目标应用程序集成文档。如果要创建用于同
步的自定义字符串，则必须在方括号中输入。例如，[更新了 >=] ‘YYY‑MM‑DD hhmm’。

有关同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设置数据同步。

7. 在获取数据结构部分中输入已创建表的基本名称，然后选择：

• 从 API ‑从定义的终端节点自动获取数据。
• 来自示例 JSON ‑如有必要，何时使用来自示例 JSON粘贴 API，例如，您有响应但现在无法调用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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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添加。

您的数据端点已映射，您现在可以设置服务操作。

注意：

设置并添加终端节点后，表结构将被锁定。如果需要重构，则必须创建并配置新的数据加载端点。

添加其他 API调用

为应用程序集成配置数据终端节点时，可以向原始父终端节点添加额外的子端点以启用呼叫链接。设置好数据终端节点
后，您可以添加更多关联的终端节点。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要向其中添加孩子呼叫的集成菜单上选择编辑。

集成页面随即打开。

2. 从要添加的数据端点菜单中选择添加子 API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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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父表并定义终端节点，如上面 “数据加载”部分中的步骤所做的那样。

定义请求方法时，可以将路径设置为静态值或列值。
现在，您的 API调用链已与父 API调用关联。现在，您定义的父/子端点将显示在 “数据端点”页面中。

注意：

创建集成时，建议仅从一个终端节点加载数据，而不是从多个终端节点加载数据。尽可能支持批处理调用而不是单
个端点调用。

合并表

配置子 API调用时，您可以选择通过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选择将子表与父表合并：

如果不想合并父表和子表，请选择不合并。

选择 “合并为详细信息”可从记录系统中获取所有任务和请求以及请求中的每个请求详细信息，然后合并它们，例如，如
果父表和子表是：

1 /request-list
2 {
3
4 “ id” : 123,
5 “ Title” : “ Car” ,
6 “ Role” : “ Order” ,
7 “ Category” : “ Sales”
8 }

还有：

1 /request-detail/123
2 {
3
4 “ id” : 123,
5 “ Title” : “ C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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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Desc” : “ Cabriolet” ,
7 “ Date” : “ 2020-01-01”
8 }

选择详细信息后，将返回下表：

ID 标题 角色 类别 说明 日期

123 汽车 命令 销售 敞篷车 2020‑01‑01

选择 “合并为子列表”，将每个子表分别附加到父表中。使用上面的示例，合并为子列表会产生以下结果：

ID 标题 角色 类别 id 标题 DESC 日期

123 汽车 命令 销售 123 汽车 敞篷车 2020‑01‑
01

配置表

您可以在不设置新配置的情况下重新配置表主键。为此，请删除表屏幕中的各个表条目，重新同步表，然后选择新的主
键。

支持的时间格式

HTTP集成支持记录数据系统的以下时间格式：

• ISO日期格式
• OData格式
• "yyyy-M-dd HH:mm:ss.SSS",
• "M/d/yy h:mm a",
• "M/d/yyyy h:mm:ss a",
• "dd/MM/yy HH:mm",
• "MMM d, yyyy h:mm:ss a",
• "dd-MMM-yyyy HH:mm:ss",
• "MMMM d, yyyy h:mm:ss a",
• "dd MMMM yyyy HH:mm:ss",
• "EEEE, MMMM d, yyyy h:mm:ss a",
• "EEEE, d MMMM yyyy HH:mm:ss 'o''clock'",
• "h:mm a",
• "H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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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m:ss a",
• "HH:mm:ss"

添加服务操作

配置 HTTP集成后，您可以配置服务操作。使用服务操作，您可以在应用程序集成的记录系统上配置回写操作。您可以
按照与数据终端节点类似的方式配置服务操作。由于您的应用程序集成可以是任意数量的定制组合，因此我们将采用通
用方法来解释服务操作的工作原理。您还可以选择通过设置操作执行前和执行后数据更新来配置服务操作以检查目标记
录系统 (SoR)。

配置维修操作参数和模板变量时，不支持以下字符：

• Whitespa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ue、false、else、null、
undefined、this。

要添加维修操作，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应用程序名称下选择您创建的集成。
2. 选择维修操作和添加新的维修操作。
3. 给它一个操作名称（例如获取 JIRA票证信息）。
4.（可选）在参数部分中选择添加参数，然后定义所需的参数名称、数据类型和值。

在 “操作序列”部分中定义您的操作执行：

1. 输入端点 URI路径：(/rest/api/2/issue/)。

2. 根据应用程序集成的 API要求配置请求方法。

注意：

使用胡子标签来引用参数名称。例如，。

3. 选择添加以保存此维修操作。现在，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额外的维修操作。

动作序列

您可以将服务操作序列配置为通过操作执行以及操作前后数据更新返回数据。操作前和操作后的数据更新是可选的，旨
在对微应用正在访问的数据进行可靠的检查，并确保在配置可操作的微应用时数据始终准确。
（可选）在执行操作之前配置数据更新，以确保微应用最终用户在执行操作时完全同步数据。例如，您要确保可操作的微
应用上显示的金额是要批准的正确金额，并且在创建和批准之间的时间内未更新。

重要提示：

此操作执行前数据更新功能仅适用于 Text组件。这意味着执行操作之前的其他数据更改不会显示给最终用户。同
样，如果为 “文本”组件的 “页面逻辑”输入了值，则不会运行检查。如果Workspace用户进行并发修改，则不
会出现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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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操作之前的数据更新

要在执行之前设置数据更新，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要从中获取更新记录的现有数据端点。
2.（可选）仅当需要子数据端点来获取更新记录的完整详细信息时，才启用包括子端点。
3.（可选）如果允许更新获取单条记录，则扩展原始 Endpoint URI。例如，如果数据端点 URI更新 https://

domain/api/items为 https://domain/api/items/itemId。新端点URI必须返回与原始端点
URI相同的数据结构，否则数据解析将失败。

注意：

如果在此初始设置后端点配置发生了更改，则更改不会在此处自动传播。

1.（可选）如果允许筛选单条记录，则使用添加附加参数扩展原始请求参数。

1. 选择使用参数测试以检查终端节点是否正确配置。选择要测试的页数，然后选择使用参数测试。选择 “完成”关
闭刀片式服务器。

如果测试成功，请继续下一步。如果收到错误消息，请根据收到的错误消息进行故障排除。

完成配置后，选择保存。

执行操作后的数据更新

（可选）为确保执行操作后数据完全同步，您可以配置数据更新以从目标应用程序记录系统中提取新数据。

要在执行后设置数据更新，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选择要从中获取更新记录的现有数据端点。

2.（可选）仅当需要子数据端点来获取更新记录的完整详细信息时，才启用包括子端点。

3.（可选）如果允许更新获取单条记录，则扩展原始 Endpoint URI。例如，如果数据端点 URI更新 https://
domain/api/items为 https://domain/api/items/itemId。新端点URI必须返回与原始端点
URI相同的数据结构，否则数据解析将失败。

4.（可选）如果允许筛选单条记录，则使用添加附加参数扩展原始请求参数。

5. 选择使用参数测试以检查终端节点是否正确配置。选择要测试的页数，然后选择使用参数测试。选择 “完成”关
闭刀片式服务器。

如果测试成功，请继续下一步。如果收到错误消息，请根据收到的错误消息进行故障排除。

完成配置后，选择保存。

验证所需的实体

使用表来验证存储在缓存中的表的当前列表以及应用于这些表的筛选器。

现在，除非需要创建自定义关系，否则可以设置和运行第一个数据同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数据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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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请求方法

现在，您可以使用以下组件根据应用程序集成 API要求配置请求方法：

• GET ‑无需修改即可从应用程序集成 SOR中检索资源。
• POST ‑在应用程序集成 SOR中创建新资源。
• PUT ‑更新应用程序集成中的现有资源。
• PATCH ‑对资源进行部分更新。
• 删除 ‑删除资源。

使用以下可配置的 API参数：

• Header ‑定义请求标头中包含的与授权相关的参数。
• Path ‑在端点的路径内，在查询字符串之前定义参数。
• 查询 ‑在端点的查询字符串中定义参数。
• Body ‑定义请求正文中包含的参数。

脚本转换

有关配置脚本转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脚本转换。

创建自定义关系

使用 “关系 ”页面可以在集成中的表之间创建自定义连接。如果您有多个基本 URL并且需要多个集成，或者如果要在同
一集成中创建自定义关系，则可以使用此选项。这是一个高级用例，我们建议您先熟悉在单个集成上创建微应用程序的
过程，然后再开始映射多个集成。

1. 在 “管理微应用”页面中，选择要为其验证实体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编辑，然后选择关系。

3. 选择添加新关系。

添加关系页面随即打开。

4. 您可以将主表映射到外表。

5. 输入你想要的别名。

现在，您可以根据在每个集成上设置的主键来映射和添加额外的参考列。

重要：

如果删除表，所有关系也会被删除。

设置数据同步

将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以便与缓存进行比较。作为最佳做法，完全同步每 24小时执行一次，并且可
以将增量同步配置为每五分钟提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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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同步规则、不符合其计划的同步和否决规则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同步数据。

1. 在 “管理微应用”页面中，选择要为其设置同步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 “同步”。

3. 设置完整和增量数据同步值。

• 完全删除本地缓存并从源系统中提取所有数据。

重要：

运行完全同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建议在夜间运行完全同步，或者通常在非工作时间运行您可以
通过选择 X 图标随时取消正在进行的数据同步。

• 增量拉取仅更改（新的和更新的）记录。不加载已删除的数据。

重要：

并非所有 API都支持增量同步。

定义每日或每周同步时，同步会在您选择的时隙内随机进行。例如，选择 00‑04每日完全同步将在
该时段内随机选择的时间运行完全同步。

4. 选择保存。

注意：

如有必要，您还可以选择箭头图标以按需运行集成。

显示集成日志

使用集成日志查看按严重性分类的更改历史记录。使用它来解决集成中的问题。例如，如果您发现同步失败，请查看集
成日志以了解原因。或者，如果未显示预期的卡片，请检查集成日志以查看是否发生了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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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管理微应用”页面中，选择要查看其集成日志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集成日志。
3. 查看条目，然后根据需要选择菜单以按错误进行筛选。

导出集成配置

您可以导出集成配置。所有凭证都将被丢弃。这包括密码和客户端详细信息。仅导出存储在微应用服务器中的配置。例
如，导出保留你的用户名而不是你的密码，而且导出会保留你的 OAuth配置，但不保留客户端机密。

1. 在 “管理微应用”页面中，选择要导出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导出配置。

service .mapp文件将下载。

下一步的去向

现在，您已经创建并配置了自定义集成，请构建自己的微应用，以提供最佳的最终用户体验，满足您的需求并简化日常
工作流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微应用。

数组数据类型

December 1, 2021

使用 Array数据类型在服务操作已配置的 JSON正文中配置多个退货。在开发微应用以使用页面构建器中的多选查找
组件时，这很有用。

要配置阵列数据类型，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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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阵列的名称。
• 选择数组数据类型，然后为数组中的项目选择子类型。根据您的多选查找要求，数组子类型可以是原始数据类型
或具有多个参数的对象。原始数据类型生成一个值列表，多个参数会生成一个包含值的对象列表。

• 使用添加对象参数并根据需要添加任意数量的参数。例如，在下图中，users数组中的每个对象都可以包含
userName和 userEmail参数：

配置 JSON正文

配置数组的 JSON主体时，请使用mustache标签来引用参数和模板变量名称。例如，。

对于额外的配置选项，除了上下文更改外，JSON正文还支持手柄格式化，包括帮助程序、手柄格式中定义的数据变
量：

您还可以使用带参数的测试功能来测试配置的 JSON模板。这将提供有关 JSON正文是否配置正确以及在操作执行期
间是否生成有效 JSON的反馈。

Mustache标签要么被实际值替换，需要时自动加上引号，要么在 JSON正文模板处理过程中替换为 null。也可以使
用 enquote Handlebar助手强制进行价值查询。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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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示例：

深入创建集成数据结构

December 1, 2021

创建微应用时，您可能会发现需要访问目标记录系统中与父表相隔两个以上级别的表。由于目前在 HTTP集成中存在的
局限性，解决这个问题是可能的。

本文提供了有关在出现此用例时如何访问目标记录系统中的表的信息。此解决方案并非直截了当，但是如果按照下面的
说明进行操作，则可以创建更深层次的数据结构。

用例

您想要构建一个允许用户批准 ServiceNow上的请求的微应用。要使用此微应用，用户必须能够：

• 接收并打开通知
• 收到一个包含要批准的项目清单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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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每件商品的详细信息
• 查看谁发送了请求
• 批准这些请求

为每个步骤构建操作或页面所需的详细信息存储在通过端点检索的表中。但是，包含审批人数据的表（包含包含项目列
表的数据的表）与其他数据位置之外的两个以上的表。

解决方案前

要创建此解决方法，您需要结合使用配置集成中所述的子 API调用链和表合并。

必备条件：

• 您已经定义了端到端使用案例，了解必须在微应用中运行哪些内容以及最终用户查看和操作的信息。
• 您已创建终端节点以从目标记录系统返回所需的表数据。

注意：

初始设置后，无法编辑已配置的表和主键。

• 您已经熟悉了 HTTP集成中的添加其他 API调用和合并表功能。

查看和构建数据结构

在构建微应用时，微应用平台支持的传统模型适用于仅相隔一步之遥的表之间（N+1模型）。

您可以通过在 HTTP集成期间检查集成配置设置来看到这一点。例如，你可以看到票证距离标签只有一步之遥，但两
者都没有直接连接到 comments_w_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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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关系是在端点配置期间自动创建的，您可以在集成的表参考中看到它们。但是，对于此特定用例，必须创建一些手
动定义来创建表之间的关系。

数据结构合并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用于构建微应用的数据结构时，请考虑以下要点：

• 根据构建微应用所必须实现的数据结构，选择父 API调用。考虑如何对数据集和仅返回更新后的数据结构的 API
使用增量同步。此 API必须设置为父 API。

• 在可能的情况下，只配置一对多而不是多对一。多对一配置会导致重复调用 API，并会影响数据同步效率。
• 考虑所需通知的来源及其配置方式，以便在配置表合并且可以复制数据的情况下，您的用户只会收到一条通知。
• 父 API必须始终是最易变的对象。

对于特定情况，请使用以下合并表方法：

• 一对一 ‑使用合并作为详细信息。这导致数据库中只存储一条记录，其中包含来自父 API和子 API的所有属性。
当属性同时存在于父 API和子 API调用中时，将使用子值。

• 一对多 ‑使用合并作为子列表。所有父属性都与每个子记录一起存储。
• 多对一 ‑通常多对一不是子 API调用的场景。您必须考虑最合适的方法，无论是使用表合并还是手动设置实体关
系（不应用合并）。如果不应用合并，则只存储第一个子项，由于主键检测重复，其他子项将被忽略。

定义手动关系

要手动定义关系，两个表中必须有一个公用列来建立关系。您可以在数据集成的表和关系部分中进行检查。如果两个分
隔的表具有共同的列，则可以在它们之间手动创建关系。如果没有公用列，则必须在以下过程中显示的示例中创建关系。

高级使用案例

如果无法使用公共列关系创建 n+1以外的数据结构，则可以结合使用 API子调用和表合并来创建扁平化的数据结构。一
般的 “高级用例”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设置您的集成。
2. 编辑你的表格结构。
3. 创建从主表到要合并到的表的 API调用链。
4. 通过自上而下的方法中的表合并来合并表（例如，父对子项）。
5. 创建大表后，返回父表并为所有表实体设置 ignore。

例如，使用 request-list>item list>item details>approver构建微应用，微应用必须能够向审批
者显示请求和详细信息，但由于当前只有 n+1个关系的限制，微应用程序无法显示。你可以使用表合并功能来解决这个
问题。

在构建数据终端节点时，将表结构从父数据端点 (request-list)传播到项目列表中的子端点 (approver)。

然后，您可以设置使用表合并策略将从父数据端点的所有内容合并到此子 API。结果是父表中的所有内容都显示在子
API的数据结构中 (item-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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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进行配置会导致一个大型数据库表中包含三个级别的数据。根据开始构建微应用时定义的用例，此新表可用
于构建页面。此方法可用于所需的多个级别。

API子调用和表合并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了创建表结构以访问 n+1关系以外的数据的一般工作流程。每个单独使用都必须基于要为微应用构建的个
人用例进行构建。确保您熟悉目标集成记录系统，并且在使用此方法时对结构的结果有很好的了解。

创建 API调用链

1. 导航到集成的 “数据加载”页面：

2. 根据需要将尽可能多的子 API调用从根终端节点添加到目标子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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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您可以在主数据加载页面上查看数据结构。

将父级与子级合并 API调用

现在按顺序将根/父表合并到子端点，直到到达目标表：

1. 从省略号菜单中选择编辑以进行集成。
2. 从省略号菜单中为根集成的子端点选择 edit。
3. 导航到 “编辑数据端点”页的底部，然后选择编辑以选择配置表合并：合并

根据需要对序列中的每个子表重复此过程多次，直到到达将使您能够构建微应用。

忽略重复的 API调用

当你完成合并 ‘链’后，返回到根端点。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编辑。
2. 将所有表设置为忽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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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阻止表两次加载到缓存中，从而提高性能。你现在可以使用你的链接/合并表来构建你的微应用。

重要注意事项

使用此方法构建数据时，请务必考虑以下事项：

• 所有父 API和子 API调用都有自己的数据结构。
• 这些结构是不同的数据集。
• 如果合并了数据结构（从父项到子项），则所有属性都将显示在子数据结构中。
• 如果保留了整个链，则数据将 “存储两次”‑确保父调用中的数据结构被完全删除，因为每个属性都出现在子数据
结构中。

• 不要将父 API调用保留为原样的数据结构‑尽可能删除它。

配置Webhook侦听器

December 1, 2021

配置webhook侦听器（也称为HTTP推送 API），使微应用能够向最终用户提供接近实时的数据。配置webhook可
以让你的应用以比从微应用平台端同步更快的速度向其他应用程序传递数据。MA服务器可以处理的webhook请求正
文的最大大小为 64 kb。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381



微应用

添加 webhook 侦听器需要您熟悉目标应用程序记录系统，并设置必要的工具和管理权限，以便在这些位置配置
Webhook。

在通过数据加载设置集成之后配置你的webhook，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单击 HTTP集成屏幕左侧栏上的Webhook侦听器：

2. 输入你想要的webhook名称。

3. 选择复制以复制webhook URL，以便在目标记录系统管理界面中使用。

授权方法

配置授权方法时，您可以选择令牌授权方法或无。要配置令牌方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授权方法菜单中选择令牌。

2. 选择生成令牌，然后选择复制以将令牌添加到剪贴板，以便在目标记录系统管理界面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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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中选择读取令牌以进行选择：

• 自定义标题
• 查询参数
• 授权标头

4. 根据您选择的读取方法定义名称或前缀。

令牌现已设置。

请求方法

配置Webhook侦听器时，请使用以下定义构建调用：

• PUT用于更新现有资源。
• POST会创建新的从属资源，因此 POST方法用于在资源集合中创建新的资源。
PUT和 POST都使用根表的主键信息从子表中删除数据。然后它会替换现有记录或插入一条新记录。

• DELETE用于删除资源。
DELETE有两个端点：

– { serviceUuid } /{ webhookListenerUuid } /{ recordId }其中 recordId是
要删除的根表中记录的主键的值。相应地删除子表中的记录。

– { serviceUuid } /{ webhookListenerUuid } /?id1=1&id2=1其中 id1和 id2表
示要删除的根表中记录的复合主键的值。相应地删除子表中的记录。

• PATCH请求用于对资源进行部分更新。

定义数据结构

您可以使用在数据加载配置期间获取数据结构时描述的类似方法来定义数据结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集成。

要定义你的webhook数据结构，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设置所需的数据保留期限。所有早于此日期的条目都将被删除。每个保存的条目都包含其修改日期和时间。那就
是 lastModified。此日期和时间用于决定要删除哪些条目。

2. 选择 “生成表”。

此时将打开 “生成表”屏幕。

将来自目标应用程序记录系统的 JSON示例请求粘贴到此处。

3. 设置已创建表的基本名称。

4.（可选）如有必要，设置根路径。

5. 选择 “生成”。

在完成此过程以及目标应用程序记录系统管理中完成的配置措施之后，选择添加。

你的webhook现在已配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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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支持

Webhook侦听器支持在 HTTP集成脚本功能中配置的自定义脚本。

您可以在 Citrix Developer门户网站上找到有关开发和实施自己的脚本的更多信息。

显示Webhook日志

使用Webhook日志查看来自所有webhook端点的请求和错误的历史记录。您可以按webhook名称和状态进行过
滤，例如成功、错误或全部。为了提高性能，在webhook日志屏幕中仅保留最后 10个webhook日志条目以供查看。

1. 在 “管理微应用”页面中，选择要查看其集成日志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Webhook日志。
3. 查看条目，然后从菜单中选择以根据需要进行筛选。

创建微应用

December 1, 2021

创建微应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在了解目标应用程序的数据库架构的基础上规划工作流程。有了这个，你可以识别
API来构建你的集成，你需要这些 API来构建自定义集成。

有无数的应用程序可以集成到 Citrix Workspace中。选择保存 Citrix Workspace用户感兴趣的信息的目标应用程
序。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经常用于快速任务且用户无法直观访问的应用程序。使用户能够直接从 Citrix Workspace内
部进行交互的可操作应用程序比仅启用用户通知的应用程序具有更大的价值。示例包括批准、创建和添加项目。

接下来，确定要集成到 Citrix Workspace中的所选目标业务应用程序的关键用例。例如：

• 创建 PTO/假期请求
• 批准 PTO/假期请求
• 查找待处理的批准
• 标记任务已完成
• 通知用户已创建或更改的已分配任务
• 批准发票

一旦知道了用例，下一步就是确定允许我们从目标系统中提取相关信息或重新注入目标系统的 API。

下面我们展示了使用发票审批用例设计工作流程的场景。有关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示例场景工作流程

重要注意事项

在设计工作流之前，请查看以下注意事项和限制：

• 您只能在一个关系之外访问页面上的数据。这意味着在构建页面时，您只能处理直接相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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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个性化都是根据用户电子邮件的上下文进行的。这意味着，如果您要创建通知或创建个性化页面，则用户电
子邮件最多可以是一级关系。

• 对于指向与通知基于同一表的页面的通知，您只能设置 “转到页面”操作链接。
• 基于记录的详情页面（即使用 RecordID的页面）不能设置为操作页面。确保没有组件映射到记录值。例如，除
非详情页面是纯输入表单，例如添加任务，否则不应将其设置为操作页面。

• 一次更改会生成一个通知。如果收件人在相关表中，则关系必须为 1:1。不支持 1：N关系。
• 主表是用来生成通知事件的表。
• 我们预计最多只有一个收件人。如果收件人不在主表中，请确保主表中的每条记录在非主表中只有一条匹配的
记录。例如，如果您在表格上创建通知 pto_approval，但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批准者可以批准表中的该请求
pto_approver（所谓的一对多关系），并且您想同时通知他们两个批准者，那么这是不可能的。通知引擎只
会随机选择一名审批人。如果存在许多此类情况，则根本不会评估通知事件。

• 主表和其他表之间的预期关系为 1:1。这意味着，对于主表中的每条记录，另一个表中最多只能有一条记录。因
此，通知事件产生的通知消息永远不会超过主表的行数。如果违反了此条件，并且主表的某些记录有多条记录，
则会出现基础数据中的重复。通知引擎只会随机选择第一条记录，而忽略重复记录。

• 如果主键列中的任何值丢失或类型无效，则在同步过程中将跳过该记录并生成日志警告。
• 对于保护基础架构以及管理员用户定义错误的通知事件，存在一些硬性限制。与主表的行数相比，通知查询返回
的行数的最大比例为 1.6:1。例如，假设一个主表包含 130行，但由于某种原因，通知查询返回 416行。这将是
预期的 3.2倍并超过此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评估通知事件，而是在日志中打印警告。

• 由于服务器的限制，数据库结构必须狭窄。在设计端点和创建数据库结构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 评估所有条件后，将生成通知消息。一次通知运行生成的最大通知消息数为 100,000条。
• 通知查询可返回的最大记录数为 1,000,000条。
• 如果您配置了包含高度敏感数据（例如凭据、API密钥或密钥）的自定义字段，则数据不受保护。此类数据出现
在调试日志和其他地方。

注意：

所有有权访问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程序的管理员都有权访问缓存中的数据。管理员无权访问数据源的凭据。

构建微应用基础知识

微应用由页面或事件通知组成，通常两者都是。

• 通知是事件驱动的微应用，它在需要用户关注某些事情时自动通知用户，例如，作为Workspace活动源中的卡
片。此类微应用包括供批准的新费用报告和可供注册的新课程。以下列表显示了可用的事件触发器类型：

– 新记录‑在记录源 (SoR)中创建新记录时发送通知。
– 已更改记录‑在 SoR中更改现有记录时发送通知。
– 匹配记录‑当记录在 SoR中的特定时间与定义的查询匹配时发送通知。
– 删除记录‑在 SoR中删除当前记录时发送通知。
– 定期通知‑（用户操作）定期发送非数据驱动的通知。
– 定期报告‑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发送包含汇总报告数据（分组）的定期通知。
– 日期提醒‑在记录日期列值之前或之后的指定时间发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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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是用户启动的微应用，可在Workspace中作为操作使用，使启动操作变得容易。例如，请求 PTO、提 **
交帮助台票证和搜索目录。以下列表显示了页面类型模板：

– 详细信息‑创建一个页面以显示 SoR中单个记录的静态详细信息。
– 表单‑创建一个可编辑的页面，除了能够将用户数据输入页面之外，还可以提供静态详细信息。
– 表‑基于从目标应用程序 SoR加载的多个数据表创建页面。
– 静态内容‑创建一个页面以显示静态、不可操作的信息，例如标题、错误消息或提醒。

添加新的微应用

对于要创建的任何空白微应用，此过程都是相同的。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或集成视图（通过选择集成打开）中，选择要向其添加微应用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添加微应用。
3. 选择空白模板，根据业务需求构建自己的微应用。
添加空白微应用后，它将显示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上的相关集成下。

4. 返回管理微应用页面，然后从集成下的列表中选择空白微应用。
此时将打开 “属性”页。

5. 给它一个适当的名称和描述。
6. 选择微应用图标，然后从菜单中选择适当的图标。您可以从中选择应用程序图标、操作和通知图标以及微应用和
数据图标。

克隆微应用

您还可以克隆现有的微应用以创建新的微应用。此微应用程序存在于同一集成中。您必须为新微应用指定一个唯一的名
称，因为同一集成中的任何两个微应用都不能具有相同的名称。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或集成视图（通过选择集成打开）中，选择要复制的微应用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克隆。

2. 在字段中输入新微应用名称，然后选择克隆。

新的微应用将添加到微应用列表中。

注意：

您还可以从同一菜单导出和导入微应用的新版本。有关这些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导出和导入集成和微应用。

示例场景工作流设计

你有一个发票审批系统，你需要在我们的工作流程中纳入以下用例：

• 有新批准时必须通知批准者。
• 当申请人的请求被批准或拒绝时，必须通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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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人需要有关发票的信息，包括状态、总价、申请人详细信息（姓名/电子邮件/电话）以及订单项目详细信息
（名称/价格/数量）列表。
• 申请人需要有关发票的信息，包括总价、审批人详细信息列表（姓名/电子邮件/电话）以及订单项目详细信息（名
称/价格/数量）列表。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库及其表关系：

设计你的微应用

由此你知道你需要四个通知和五个页面。

您需要构建四个通知，两个针对批准者，两个针对请求者。批准者和申请人的电子邮件位于与 approvers和表有直
接关系的用户invoice-detail表中。

您需要构建五个页面，每个页面各一页：审批人发票列表、审批人发票详细信息、申请人发票列表、申请人发票详细信
息以及审批人和申请人行项目详细信息。

建立你的通知

首先创建通知。所有注意事项和限制都适用于通知。通知必须由用户发送。用户电子邮件地址必须在表格中，或者最多
需要有一个关系级别。

在 approvers桌面上为批准者建立通知：

• 表中新记录的通知
• 状态变更通知

在 invoice_detail桌面上为请求者构建通知：

• 表中新记录的通知
• 状态变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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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限制（批准者）

审批人上传数据卡的数据只能从以下表格中获取：

• approvers（主表）
• invoice-detail (发票 _id关系)
• users（仅适用于 prover_id关系）

这意味着您无法在 Feed卡上获取有关请求者的任何数据，因为个性化是根据用户电子邮件的上下文进行的。例如，如
果要使用请求者名称，则必须更改数据库模式并将请求者名称添加到 invoice_detail表中。

设计限制（请求者）

申请者 Feed卡的数据只能从以下表格中获取：

• invoice-detail（主表）
• users（只有 requestor_id关系）

这意味着您无法从中获取任何数据 line_items，approvers因为关系为 1：N。例如，馈送卡片文本您的请求
已获得manager@company.com的批准是不可能的。如果需要此信息，则必须更改数据库模式并将此信息添加到中
invoice_detail。

结论

由此你可以确定必须有两 invoice_detail页：

• 您在 approvers桌面上构建的发票明细审批人
• 您在 invoice_detail表格上构建的发票明细申请人

您现在可以通过 “发票详细信息审批人”页面认识到自己有一个限制。您可以添加 approvers（主表）、（关系）和
invoice-detailusers（仅invoice_idapprover_id关系）表中的所有数据。但是，您遇到了与通知相
同的问题。缺少请求者信息，而且 line_items表格太远了，这是两个层次的关系。

解决方法

有一种解决方法可以从两级关系的表中获取数据。

选项 1使用 GoTOPage。您可以添加第三个按钮，例如 “查看详细信息”，然后将用户从此页面移动到 “发票详细信息
请求者”页面。你在 invoice-detail桌子上建立了这个页面，所以 requestor和 line_items表只有一个
级别的距离。

选项 2使用未绑定的表组件：取消选择 “使用与详情页面相关的记录”开关，然后您可以选择 line_items。这将创建
一个包含所有项目的表。您需要添加筛选条件才能仅为特定发票选择项目。line_items invoice_id = approvers
发票 _id。您可以使用类似的方法来处理 requestor。当表结束时 line_items，您还可以从与具有 1:1或 N: 1
关系的表中添加数据 line_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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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你的页面

你需要构建五个页面，每个表一个页面：

• 批准者发票列表
• 批准者发票详细信息
• 申请人发票清单
• 申请人发票详细信息
• 批准者和申请人行项目详细信息

如果您需要允许基于用户分配的详细权限，请使用单独的微应用。例如，您的工作流程可能只要求某些用户访问创建页
面。有关页面构建器 UI及其组件的完整概述，请参阅页面构建器组件。以下食谱详细介绍了利用有用的组件构建详细
信息和列出类型页面的详细步骤。

微应用食谱

遵循以下常见类型的通知和页面示例，您可以使用提供的成分（组件）列表构建。

通知

构建通知，将工作流中的新项目或更改的项目推送给用户。从如下所示的事件触发器类型中进行选择，然后在构建器中
自定义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构建事件通知。

事件触发器：

• 新记录‑在记录源 (SoR)中创建新记录时发送通知。
• 已更改记录‑在 SoR中更改现有记录时发送通知。
• 匹配记录‑当记录在 SoR中的特定时间与定义的查询匹配时发送通知。
• 删除记录‑在 SoR中删除当前记录时发送通知。
• 定期通知‑（用户操作）定期发送非数据驱动的通知。
• 定期报告‑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发送包含汇总报告数据（分组）的定期通知。
• 日期提醒‑在记录日期列值之前或之后的指定时间发送通知。

列表页面

构建列表页面以显示工作流程中所有可用的项目。首先使用以下组件。要查看完成的页面以及复制它的分步详细信息，
请参阅构建列表页面。

组件：

• 表 ‑通过定义表源、筛选器和定义列来添加表。可以添加页面链接操作。必须设置个性化查询以限制数据泄露。
• 文本输入 ‑通过指定要加载到用户输入的页面的数据表、列和值来定义文本源。组件可以标记为可选。字段宽度
可以修改。可以根据最小或最大长度或文本模式来配置验证规则，以识别用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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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页

构建列表页面以查看工作流程中可用的一个项目的详细信息。首先使用以下组件。要查看完成的页面并完成复制它的步
骤，请参阅构建详情页面。

组件：

• 文本 ‑定义要从缓存加载到页面的文本源和格式。
• 返回按钮 ‑允许用户返回上一页。
• 静态文本 ‑定义静态文本以显示页面。
• 灵活的网格 ‑让您可以更好地控制页面上组件的位置。在设计适用于屏幕较大的设备的页面时很有帮助。设置标
签和想要在网格中包含的单元格总数。

• 表 ‑通过定义表源、筛选器和定义列来添加表。可以添加页面链接操作。可以设置基于用户电子邮件的个性化查
询以限制数据泄露。

创建页面

构建创建页面以将项目添加到工作流程中。首先使用以下组件。要查看完成的页面并完成复制它的步骤，请参阅构建创
建页面。

组件：

• 静态文本 ‑定义静态文本以显示页面。
• 灵活的网格 ‑让您可以更好地控制页面上组件的位置。在设计适用于屏幕较大的设备的页面时很有帮助。由网格
项目组成。设置标签和想要在网格中包含的单元格总数。

• 文本输入 ‑通过指定要加载到用户输入的页面的数据表、列和值来定义文本源。组件可以标记为可选。字段宽度
可以修改。可以根据最小或最大长度或文本模式来配置验证规则，以识别用户输入。

• 选择 ‑允许用户从一组值列表中进行选择。由来自源系统的数据填充，也可以手动输入值列表。可以添加操作。
• 查找 ‑允许用户搜索大量值，并允许用户通过搜索其他值来选择值。
• 按钮 ‑在页面上添加包含操作和逻辑的可点击组件。

嵌入

嵌入页面模板呈现用于嵌入自定义网页的 iframe。iframe的大小会根据页面上的可用空间自动调整。嵌入页面没有组
件，也没有绑定到数据库表，类似于静态内容页面。这也意味着 Embed页面的 URL不能使用模板变量，因为没有连
接的数据库表。有关嵌入组件的信息，请参阅嵌入组件。

其他资源

在视频：微应用概述中查看 Citrix Workspace智能和微应用服务的概述。

在视频：微应用自定义集成中了解有关创建自定义集成和微应用的信息。

在 Citrix Workspace开发人员门户中了解有关获取测试实例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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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设置 RSS微应用的快速指南：有 Citrix安全公告时获取通知。

访问微应用讨论论坛。

页面生成器

December 1, 2021

熟悉页面生成器及其组件，以便创建操作页面。以下各节将介绍页面构建器的不同组件和部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
添加和自定义额外的字段和按钮。

页面构建器演练

下面的屏幕截图显示了完整的页面构建器，其中包含标注的下面的说明引用了编号的部分：

1. 顶部栏的左侧有可选的面包屑。选择页面名称（以粗体显示，右侧有一个打开的菜单图标）允许您在页面之间快速
跳转。在中间，您可以选择标准显示器或移动视图。在右侧你有预览选项。预览页面显示您正在构建器中查看的
此页面的视图。预览微应用提供了微应用操作的模拟工作流程，您可以在其中打开所有页面并查看通知及其操作。

2. 左侧有微应用中屏幕的快速导航选项。从上到下，您可以跳转到此微应用中所有通知或页面的列表、“本地化”
屏幕和 “属性”屏幕，您可以在其中修改名称、说明和图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 建立通知
• 本地化微应用
• 添加新的微应用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391

https://kabri.uk/2020/01/31/a-quick-citrix-microapp-hack-to-get-notifications-when-theres-a-citrix-security-bulletin/
https://discussions.citrix.com/forum/1768-microapps/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create-microapps/build-a-notification.html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import-export-localization.html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microapps/create-microapps.html#add-a-new-microapp


微应用

3. 组件位于左窗格中。选择它们并将其拖动到屏幕中间部分的构建器画布中。请参阅页面生成器组件。组件分为输
入、显示和布局。

• 输入组件在页面上创建可操作的部分，包括按钮、文本输入和单选按钮。
• 显示组件向微应用的最终用户提供信息，包括表格、静态文本和图像。
• 布局组件提供用于设置页面布局的网格组件。

4. 构建器画布是中间部分。您可以在此处移动组件以根据需要进行排列。在此处选择组件以启用右窗格中可见的组
件属性、操作和其他选项卡。

5. 自定义组件并在右窗格中添加页面详细信息。使用 “页面详细信息”选项卡，可以通过输入名称、设置信息过滤
器以及向页面组件添加逻辑来配置要创建的页面。另外，请使用信息调试功能。此选项卡对于页面保持不变，此
选项卡不依赖于所选组件。其他选项卡根据所选组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可用的选项卡包括：

• 属性：每个页面构建器组件都有自己的特定属性菜单，根据组件的不同，有各种选项可供选择。
• 输入验证规则：某些组件启用自己的特定验证规则。
• 操作：根据组件的不同，可以使用不同的操作。操作允许微应用接收者（Workspace用户）以可操作的
输入进行响应。

对于一个组件而言，其他唯一选项卡将在下面的 “显示组件”和 “布局”组件部分中详细描述相关组件。

有关可用组件属性字段、切换开关和可选元素的完整列表和说明，请参阅组件属性。

页面模板

创建页面时，您可以根据需要的信息从以下基本页面布局中进行选择。每个模板只是为了加快你的活动速度以生成你想
要的页面。

• 详细信息‑提供静态详细信息并从缓存连接到特定记录的页面模板。
• 表单 ‑创建一个页面，该页面除了能够将用户数据输入页面之外，还提供静态详细信息。
• 表 ‑根据从目标应用程序集成中加载的数据表创建一个列出多条记录的页面。
• 静态内容 ‑设置提供静态、不可操作的信息的页面组件，例如标题、错误消息、提醒。
• 嵌入‑创建一个呈现 iframe的页面，以便在微应用中嵌入自定义网页。

页面生成器组件

通过 Page Builder，您可以从各种页面组件中进行选择，这些组件可让您自定义和配置微应用输出、信息和显示。使
用下面介绍的这些组件根据你的期望和需求构建页面微应用。例如，如果要显示用户列表，则可以使用表组件来构建它。
默认情况下，不同的模板页面具有不同的组件功能。以下列表涵盖了所有可用的选项。

输入组件

输入部分提供了在页面上创建可操作部分的组件，包括按钮、文本输入、单选按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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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在页面上添加包含操作和逻辑的可点击组件。按钮的大小和样式可以调整。运行维修操作、转到URL和运行通知触发器
都有操作作为选项。例如，使用操作按钮可以将用户引导到另一个页面或提交条目。有关按钮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操作。

文字输入

通过指定用户在页面上看到的数据表、列和值来定义所显示数据的文本源。组件可以标记为可选。字段宽度可以修改。
可以根据最小或最大长度或文本模式来配置验证规则，以识别用户输入。有关正在使用的此组件的示例，请参阅构建创
建页面和构建列表页面。

文字区

通过指定用户在页面上看到的数据表、列和值来定义所显示数据的文本源。组件可以标记为可选。可以根据最小或最大
长度或文本模式来配置验证规则，以识别用户输入。

Num。输入

通过指定用户在页面上看到的数据表和列来定义显示的数据的来源。您可以定义时间、日期等格式，组件可以标记为可
选，并且可以修改字段宽度。可以根据最小或最大长度或文本模式来配置验证规则，以识别用户输入。精度定义了总位
数。S@@cale定义小数点右侧的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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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允许用户从一组值列表中进行选择（限制为 100个值）。由来自源系统的数据填充，也可以手动输入值列表。组件可以
标记为可选，字段宽度可以修改。您可以定义时间、日期等格式。有关正在使用的此组件的示例，请参阅构建创建页面。

查找

允许用户搜索大量值，并允许用户通过搜索其他值来选择值。您必须指定数据池的来源。组件可以标记为可选。有关正
在使用的此组件的示例，请参阅构建创建页面。

注意

使用 “包含”策略配置 Lookup组件可能会导致搜索词的加载时间较长。我们建议您使用大量数据样本进行测试，
以检查是否会对性能和用户体验产生影响。或者，您可以使用 “开始于”策略来提高性能，但只返回以搜索词开头
的记录。

多选查找

多选查找的工作方式与 Lookup组件类似，允许用户通过搜索替代值来搜索和选择大量值。

例如，用户可以在安排会议时搜索并添加多个用户或用户电子邮件，或者在创建 Jira票证时添加多个标签。要指定将数
据集中在何处以供多选查找组件使用，您必须在 HTTP集成中配置维修操作期间配置阵列数据类型。

多选的示例用例：

• Webex ‑选择多个用户发送会议邀请。
• Smartsheet ‑选择多个用户共享一张工作表。
• Jira ‑选择多个标签以分配给单个 Jira票证。
• Office 365日历 ‑在安排活动时选择多个与会者。
• Office 365电子邮件 ‑选择多个电子邮件收件人

配置

配置类似于 Lookup，但还有两个配置选项：“最大物品计数”和 “可以创建新项目”。除了标准的页面构建器配置选项
之外，请定义以下内容以配置多选查找：

映射到记录值 ‑定义预选值的数据源，仅在详情页面上可用（需要记录编号）。与选择不同，多选查找不限于单个值。

选项的数据源 ‑定义下拉列表中选项的数据源。

搜索词匹配策略 ‑选择搜索词是与数据库值的开头还是与数据库值内的任意位置匹配。

最大项目计数 ‑设置搜索期间所选项目的最大数量。

可以创建新项目 ‑允许用户创建查找选择中尚不可用的项目（例如，向 Jira票证添加新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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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检查

完整性检查的工作方式与查找相同，但所选项目的最大数量必须为非负数。数据源表必须存在，值、显示值和附加数据
的表列必须正确映射到带有外键的数据表。

有关配置阵列以返回多个条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类型。

复选框

通过定义源（数据表和列）和默认值（选中或禁用）在页面上添加可选组件。组件可以标记为可选。

收音机

添加一组只能选择一个的选项。由来自源系统的数据填充，也可以手动输入值列表。组件可以标记为可选。

日期/时间

定义要在微应用中显示的日期、时间或日期和时间，以及加载到页面的默认时间（选择前显示的时间）。组件可以标记为
可选，字段宽度可以修改。

文件上传组件

允许在提交或更新操作期间将原始文件上传到 SoR。要启用此操作，请创建支持文件上传的特殊服务操作。

此组件允许用户在创建记录时将文件作为现有记录的附件和附件上传到 SoR的工作流。例如：

• Jira：上传日志文件和屏幕截图，然后将它们附加到问题单。
• Salesforce：上传发现协议文档，然后将其附加到客户或机会。
• SAP Concur：在管理支出报表时附上收据。
• ServiceNow：上传附件作为提交工作流程的一部分。

创建维修操作

要启用文件上传，必须使用脚本来配置维修操作。有一个 FI LES参数类型支持此功能。有关一般概述，请参阅 HTTP
集成脚本。

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

• 准备好要通过微应用管理界面导入的脚本。
• 脚本必须使用在首选文本编辑器/开发工具中编辑的 javascript语言编写。
• 准备就绪后，通过微应用管理界面中的集成选项卡导入脚本，或者可以选择将脚本直接输入脚本功能中提供的文
本编辑器。

• 导入后，测试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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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次将多个文件上传到 JIRA的服务操作示例。有关更多脚本，请参阅此脚本存储库。

1 ```javascript
2 function addAttachmentsSingleRequest({
3 client, actionParameters }
4 ) {
5
6 console.log(`attaching file(s) to issue ${
7 actionParameters.issueKey }
8 `);
9 const formData = new FormData();

10 const url = `/rest/api/2/issue/${
11 actionParameters.issueKey }
12 /attachments`;
13 actionParameters.attachments.forEach(file => {
14
15 formData.append("file", file);
16 }
17 );
18 const response = client.fetchSync(url, {
19
20 method: 'POST',
21 headers: {
22
23 "Content-Type": "multipart/form-data",
24 "X-Atlassian-Token": "nocheck"
25 }
26 ,
27 body: formData
28 }
29 );
30 if (response.ok) {
31
32 console.log('Attachment(s) posted');
33 }
34 else {
35
36 const errorMessage = `Request failed(${
37 response.status }
38 : ${
39 response.statusText }
40 )`
41 console.error(errorMessage)
42 throw new Error(errorMessage)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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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
46
47 <!--NeedCopy--> ```

导入脚本

要导入准备好的脚本，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在集成的集成配置屏幕中，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脚本。
2. 选择上传脚本。或者，您可以通过选择 “编辑”将脚本直接输入到文本区域。
3. 将脚本拖到导入弹出窗口上。
4. 脚本经过解析和验证。
5. 选择 “导入”。
6. 您的脚本已导入。

有关脚本的更多信息

• 要开始开发脚本，请参阅 Citrix Developer门户。
• 有关使用脚本设置自定义集成的端到端过程，请参阅微应用脚本编写入门。
• 有关微应用脚本的示例，请参阅微应用脚本 SDK。

配置文件上传组件

现在返回微应用中要为上传文件创建的此集成的页面。在构建器中放置文件上传组件后，完成文件上传属性。

1. 如果需要，可以修改 Label的值。默认情况下，这是文件上传。不需要标签。此值显示在 Citrix Workspace
中的放置框架上方。

2. 如有必要，请修改最大文件计数的值。默认情况下，这是 1。此值显示在 Citrix Workspace中丢弃帧下的文件
上传限制旁边。选择多个文件时，每个文件的元数据上传和内容上传将分别进行。此功能受 SoR的限制。

3. 如有必要，请修改最大文件大小MB的值。默认情况下，这是 5。此值显示在 Citrix Workspace中放置框架下
的总大小限制旁边。文件大小受 SoR的限制。我们建议将最大文件大小配置为实际需要的大小，以防止浪费资
源。

4. 输入文件扩展名的值（例如.jpeg、.png、.pdf）。不需要任何值。此值显示在 Citrix Workspace中放置框架
下的 “接受的文件格式”旁边。此字段不区分大小写，也不接受特殊字符。

5. 如果提交此页面需要添加文件，请启用必需开关。A此字段为必填字段标签显示在 Citrix Workspace中的放置
框架上方。

6. 如果希望拖放框在 Citrix Workspace中显示为灰色且不可用，请禁用 “已启用”开关。
7. 如果要在 Citrix Workspace中隐藏放置框架，请禁用可见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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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用户在上传内容时应考虑以下限制：

• 文件名必须以允许的后缀之一结尾。允许使用空字节以外的所有字符 \0。
• 微应用服务不提供文件存储。文件直接上传到 SoR。在上传过程中，Microapps服务首先将文件从用户计算机
传输到安全的临时存储，然后立即将文件流式传输到 SoR。从那时起，任何人都无法出于任何目的访问临时存储
中的已处理文件，并且在短时间后将被删除。

• 用户可以在确认上传之前删除他们之前选择并预先上传的文件。
• 浏览器根据文件的扩展名检测文件类型（mime类型）。微应用服务不使用文件类型进行任何检查。

显示组件

“显示”部分提供了向微应用的最终用户提供信息的组件，包括表格、静态文本和图像等。在构建操作页面时，只要您可
以选择用户电子邮件作为变量来提取数据，就可以使用 Active Directory用户主体名称 (UPN)属性。这包括页面和组
件筛选器、约束条件和维修操作参数。

表

通过定义表源、筛选器和定义列，添加表以显示记录列表。可以添加页面链接操作，将用户定向到另一个页面。可以修
改对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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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此组件后，将在右窗格中启用 “列”选项卡。使用以下设置添加任意数量的列：列标题、数据类型、数据表、数据
列、格式和条件格式。有关这些字段的说明，请参阅组件属性。

必须设置个性化查询以限制数据泄露。无论与订阅者的数据关系如何，没有个性化查询的表都会公开与表筛选器匹配的
所有记录。除非您限制数据泄露，否则您的潜在敏感数据可能会暴露给所有微应用用户。使用数据筛选器功能控制页面
的数据访问权限。在组件构建器窗格中选择表。选择表属性，然后选择数据筛选器。选择 +添加条件并根据需要添加约
束。有关正在使用的此组件的示例，请参阅构建详情页面。

列表/网格

在 Citrix Workspace中向用户显示数据列表。从预配置的布局中进行选择，以最适合您的数据的方式显示正确的信息。
您可以手动定义列表中的项目，也可以从缓存中提取它们。

在列表属性选项卡下，选择以下任一项：

• 用于从缓存中提取数据的数据表。可以使用 “列表”数据源、“列表项目”数据源和 “布局和样式”选项卡。组件
属性中提供了列表数据源和列表项数据源的属性描述。

• 手动指定以定义列表中的项目。列表项和 “布局和样式”选项卡可用。对于列表项目，定义要在列表中显示的项
目。属性描述可在组件属性中找到。

“布局和样式”选项卡可用于两种类型的列表属性。“布局”菜单提供了一系列预配置的布局。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最适合
您需求的布局：

• 列表‑手风琴：显示可展开的纯文本内容单元。
• 列表‑基本：显示纯文本列表。
• 列表‑项目符号：显示无序、仅带项目符号的文本列表。
• 列表‑有序：显示有序、编号的纯文本列表。
• 列表‑缩略图：显示包含缩略图和样式的列表。
• Grid‑英雄形象卡片侧面：显示侧面有大图像的卡片。
• Grid‑英雄形象卡片顶部：在顶部显示带有大图像的卡片。
• Grid‑image：显示多列图像单位。
• 网格‑缩略图侧：显示带有缩略图的多列列表。
• 网格‑缩略图顶部：显示居中对齐的内容单位。

纯文本布局允许您切换显示标题和显示描述。您可以禁用其中一个选项，但不能同时禁用两个选项。缩略图布局为图
像打开显示图像切换和其他格式选项。组件属性中提供了其他属性描述。

文本

从表格和格式中定义文本源以加载到页面。要填充的文本都选择了 “数据源”、“表”和 “列”。可以给出时间、日期等文
本格式，也可以根据参数给出有条件的格式。您可以添加操作以转到 “页面”、“URL”、“发送电子邮件”或 “呼叫电话”。
有关正在使用的此组件的示例，请参阅构建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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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组件旨在显示单个数据库值。如果页面依赖于记录 ID，则会运行完整性检查并向用户发出警报。对于设置为操作
页面的详细信息或表单类型页面，需要使用页面数据筛选器来调用唯一记录。我们显示此消息是为了提醒您此问题。你
的微应用可能会按原样工作，但是如果唯一记录没有传递到页面，组件可能会显示错误的数据。

静态文本

定义要显示在页面上的静态文本。可以添加操作。可以修改对齐方式。如果文本是标题，则可以进行区分。提供粗体和
斜体的字体样式。字体大小可以从 “普通”、“浅”、“小”和 “小浅”更改。您可以添加操作以转到 “页面”、“URL”、“发
送电子邮件”或 “呼叫电话”。有关正在使用的此组件的示例，请参阅构建创建页面和构建详情页面。

静态图像

显示从预定义的静态 URL源引用的静态图像。可以指定图像大小和对齐方式。不能添加任何操作。

图片

使用存储在缓存中的 URL（数据表和列）以及要在页面上显示的格式来显示图像。如果图像无法加载，请添加文本以显
示。可以配置图像格式，例如对齐方式、大小和形状。

线分隔符

使用分隔线将不相关的信息和分组相关的信息分开。不能修改任何属性。

返回按钮

允许用户返回上一页。可以指定变量；即数据表、数据列和格式。有关正在使用的此组件的示例，请参阅构建详情页面。

Power BI

在工作区中显示 BI报告。定义源和格式。当用户在 Citrix Workspace中查看此 Power BI组件时，系统会首先提示
他们使用 Power BI登录名。

选择此组件后，将在右窗格中启用 Power BI组件属性选项卡。首次添加此组件时，不会选择任何服务操作，也无法编
辑该组件。必须为用户授权设置服务操作。设置维修操作后，在组件中设置授权。有关完整步骤，请参阅配置 Power
BI组件服务操作。

同意收据查看器

显示收据图像。使用数据表和数据列以及格式来定义源。Concur收据查看器组件仅在 Concur集成模板中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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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显示一个 Tableau报告。使用数据表和列定义源。

HTML内容

显示来自拉取来源（例如 RSS订阅源）的HTML内容以正确显示HTML。使用数据表和列定义源。支持基本文本元素。
允许的元素是：

• “p”，“div”，“h1”，“h2”，“h3”，“h4”，“h5”，“h6”，“ul”，“ol”，“li”，“块引用”，“b”，“i”，“字体”，
“s”，“u”，“o”，“sup”，“sub”，“ins”，“del”，“强””、“罢工”、“tt”、“代码”、“大”、“小”、“br”、“跨度”
和 “em”。

• “a”元素仅具有 “目标”和 “href”属性。
• “img”元素仅具有 “高度”、“宽度”、“src”属性。
• 此外，任何元素都允许使用 “style”属性。

附件

列出数据源中的附件，并允许最终用户下载附件。可以直接预览图像和 PDF。通过指定数据表、URL的数据列和作为名
称的数据列来定义源。

• 如果未配置数据MIME类型（媒体类型），则附件预览图标显示为？。
• 如果未配置文件大小，则附件预览将显示 0B作为大小。

选择附件URL安全选项：

• 继承：附件必须存放在集成访问的同一域中。否则，附件不会显示且无法下载。例如，这是 Google集成的一个
已知问题。

• 公共：如果其他域不需要身份验证方法，则可以显示来自其他域的公共附件。

嵌入

允许使用构建器将网页嵌入微应用中，然后在 Citrix Workspace中显示。支持的内容包括：YouTube公开视频、谷
歌地图、Podio/Google/Microsoft表单、大多数公开响应式网页，以及由其提供商设计的嵌入网站并显示在 iframe
中的任何内容。

某些外部内容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嵌入，或者严格禁止使用。例如

• 通过发送 X-Frame-Options "SAMEORIGIN"; 标题明确禁止嵌入的网页。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
https://google.com。

• 重定向到与页面构建器中组件配置中指定的域不同的网页。
• 嵌入需要身份验证的网页可能会遇到问题。管理员必须仔细测试。
• 包含 Cookie同意（例如，GDPR要求）的网页不会将其选择缓存在嵌入组件中。如果用户再次访问嵌入式网站，
除非网站使用 cookie属性，否则他们每次都必须再次确认 SameSite: none; secure=true cookie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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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Embed组件

在构建器中放置 Embed组件后，完成嵌入属性。

注意

要成功嵌入某些网站的内容，您必须使用直接从网站生成的嵌入代码（而不是直接 URL或共享链接）。
例如，通过共享选项在 Google地图上生成嵌入链接时，请使用嵌入地图生成的链接，而不是发送链接。

1. 输入要嵌入的内容的URL。

2. 选择 “高度”模式选项之一，以选择如何确定嵌入内容的大小。

• 宽度乘数：启用乘数（以百分比为单位）字段。输入相对于嵌入内容宽度的百分比值。例如，如果输入 50，
则显示的内容是其宽度的一半高度。

• 已修复：启用绝对高度（以像素为单位）字段。输入像素计数以确定嵌入内容的高度。

构建器中不提供嵌入式内容预览。选择 “预览微应用”以查看嵌入式内容的外观。

注意事项

嵌入内容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 尽可能使用可嵌入版本的网页。这些页面已针对内容提供商的嵌入进行了优化。例如，XXX可以在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XXX和访问带有 ID的 YouTube视频 https://www.youtube.
com/embed/XXX。第一个 URL指向整个网站，第二个 URL指向可嵌入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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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 URL 时，可以使用模板变量将参数传递给远程 URL。对于同一 YouTube 示例，假设你有一个名
为 video_id包含视频 ID的数据表，请在 URL字段中输 https://www.youtube.com/embed/{
video_id }入。该字符串 { video_id }将由表中的行值替换。

• 嵌入的页面显示在沙盒化 iframe中，具有以下属性: allow-scripts allow-same-origin allow
-popups allow-popups-to-escape-sandbox allow-forms allow-pointer-lock
allow-downloads. 这些标志可确保第三方内容与 Citrix Workspace完全隔离，但可能会导致远程页面上
的某些功能中断。

• Embed组件无法显示需要自定义浏览器插件的文档。因此，无法在 Embed组件中显示 PDF。

布局组件

布局部分提供了用于设置页面布局的网格组件。

• 灵活的网格 ‑让你可以更好地控制组件在页面上的位置，从而可以更轻松地 “插入”组件。当您设计用于屏幕较大
的设备的页面时，此选项很有用。

选择此组件后，弹性网格属性选项卡将在右窗格中打开。设置网格中所需的列数和行数并自定义对齐方式。有关
正在使用的此组件的示例，请参阅构建创建页面和构建详情页面。

页面详情

通过输入名称、设置信息过滤器以及向页面组件添加逻辑来配置要创建的页面。另外，请使用信息调试功能：

• 页面名称 ‑设置页面的名称。
• 数据筛选器 ‑用于设置操作数据的约束。
• 显示 SQL ‑使用它可以显示 SQL以进行调试。
• 逻辑 ‑使用它来添加和显示组件逻辑。在以下部分中查找添加逻辑的详细信息。

添加逻辑

选择页面详细信息选项卡下的添加逻辑按钮以打开逻辑配置。这使您能够为特定页面组件配置逻辑。在此页面上指定组
件的行为或外观。根据组件的预期行为，使用标准逻辑参数创建条件以实现各种结果。您可以向任何单个按钮添加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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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动作，只需单击一下即可创建多个动作效果。每个维修操作成功运行后，系统会在操作链中移动，直到所有操作都
完成。可用操作包括：

• 评估条件 ‑通过逻辑参数设置和编辑条件。
• 设置组件值 ‑设置用于提交操作的按钮的组件值。
• 显示组件‑配置条件以显示组件。
• 隐藏组件‑配置隐藏组件的条件。
• 启用组件‑配置启用组件的条件。
• 禁用组件‑配置条件以禁用组件。
• 将组件设置为必需 ‑配置需要组件的条件。
• 将组件设置为不需要 ‑配置条件以排除组件。

组件属性

每个页面构建器组件都有自己的特定属性菜单，根据组件的不同，有各种选项可供选择，包括：

• 标签 ‑自定义按钮、文本、图像等的标签。

• 占位符文本—向用户说明如何使用此组件。例如，列出用户可以使用的搜索属性。

• 内容—输入静态文本以显示最终用户。

• 对齐方式—设置显示文本或图像的对齐方式。

• 文本类型—设置显示文本的文本大小。

• 字体样式—设置显示文本的字体样式。

• 字体大小—设置显示文本的字体大小。

• 字段宽度—设置组件的显示宽度。

• 格式—定义向用户显示数据时如何设置数据的格式。例如，日期、时间、小数点、百分比等。

• 默认值—用于输入组件手动或通过使用变量设置默认值。

• 样式 ‑用于 B utton组件在不同的预定义颜色和格式之间切换。

• 使用与页面相关的记录—用于表组件以筛选与页面上显示的记录相关的记录。例如，您有一个页面显示有关帐
户的数据，并且您想要显示包含与此特定帐户相关的联系人列表的表格。

• 映射到记录值—切换以显示输入组件缓存中特定记录的数据。例如，在创建 “编辑类型”页面时启用此切换，因
为您希望在更改这些值之前向最终用户显示实际数据。另一方面，如果要创建 “创建记录”类型页面，请不要启
用 “映射到记录值”，因为此页面未绑定到任何现有记录。因此，将 In put组件映射到任何记录都没有意义。

• 选择类型—选择选择组件和单选组件的选项来源。

– 如果选择了手动输入值，则必须完成 “值和标签”。然后在维修操作中使用值，标签是最终用户在 Citrix
Workspace中看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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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了从数据库中选择，则必须填写以下字段：选 **项的数据源、选项的数据表、选项标签的 **数
据列和选项值的数据列。然后在维修操作中使用选项值的数据列，选项标签的数据列是最终用户在 Citrix
Workspace中看到的内容。

– 选择类型和映射到记录值的组合可用于不同的用例。例如，“从数据库中选择”和启用的 “映射到记录值”
通常用于编辑类型页面。在这种情况下，数据表和数据列用于显示当前数据、选项的数据源、选项的数据
表、选项标签的数据列和选项值的数据列用于显示缓存中最终用户可以在编辑记录时使用的所有其他可用
选项。

• 数据源 ‑为显示的元素选择数据源。

– 如果要显示缓存中的一个特定列，请使用 Column值。
– 如果要显示缓存中各种属性的字符串，请使用模板。例如，帐户地址在缓存中被拆分为 3列，但是您希望
将它们全部显示在一个组件中。

• 数据表 ‑为显示的元素选择数据表。

• 数据列 ‑为显示的元素选择数据列。

• 条件格式 ‑为元素配置条件格式。

• 插入变量 ‑向页面元素添加变量以自动显示应用程序集成数据。

• 数据筛选器 ‑设置显示数据的约束。选择设置筛选器，然后选择添加，然后根据需要添加条件约束。

• 数@@据顺序/顺序—设置显示数据的顺序。依次选择设置顺序、添加规则和规则约束（根据需要）。

• 显示其他数据列切换—用于 Lookup组件，用于定义在执行搜索时向用户显示的额外列。

• 搜索词匹配策略—用于 Lookup组件以定义搜索策略。

– 开始于‑此搜索方法速度最快，因为它不会使缓存过载。它在定义的缓存属性中搜索值的第一个字符。对于
大多数用例，此搜索方法都令人满意。

– 包含—根据数据收集的大小，此搜索方法可能会非常慢。它会在定义的缓存属性中搜索值的所有字符。

• 字段宽度 ‑用于输入组件以定义输入字段的宽度。

• 必需切换‑用于输入组件，以便在具有已配置维修操作的按钮可操作之前，系统会提示最终用户输入数据。

• 启用切换‑用于输入组件显示您不希望最终用户能够更改的特定记录的数据。

• 可见开关‑在您需要额外的数据用于页面逻辑、转到页面等，但不希望向最终用户显示此信息时使用。

• 如果为空则隐藏—用于某些 Display组件，如果没有可用数据，则根本不想向最终用户显示此组件。

• Alt. text/Alt属性—用于图像组件。输入显示图像是否存在问题的文本。

• URL前缀—用于图像组件为 URL配置静态前缀，而 URL的其余部分取自数据表和数据列字段。

• 图像大小—选择显示的图像的大小。例如，缩略图或全宽。

• 图像形状—选择图像的形状。例如，“圆形”或 “圆角”。

• 布局 ‑从列表组件的预配置布局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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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验证规则

为某些输入组件添加规则，以限制用户可以输入的数据格式。每个组件都有自己的特定验证规则。始终有一个最小值和
最大值选项可供设置。

此选项卡可用于以下组件：文本输入、日期/时间、文本区域和数字输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每个组件说明

操作

操作菜单可用于 B utton组件，以允许微应用接收者（Workspace用户）以可操作的输入进行响应。对于不同的组
件，存在不同的操作。

启用页面操作按钮

启用页面操作按钮切换以在 Citrix Workspace的页面刀片的页脚中显示按钮组件。基于此切换开关，Button组件可
以使用不同的操作子集。请注意以下事项：

• 如果该按钮显示在刀片式服务器页脚中，则用户在 Citrix Workspace中选择页脚按钮后，刀片式服务器将自动
关闭。

• 如果要添加诸如 “转到页面”或 “转到URL”之类的操作，则不希望在刀片式服务器页脚中显示按钮，以便 Citrix
Workspace可以将最终用户导航到下一个屏幕。如果启用此切换开关，则此类操作不可用。

添加操作

定义按钮从您在集成中配置的已配置的服务操作中运行的操作。行动包括：

• 运行服务操作‑定义按钮从集成中设置的已配置的服务操作中运行的操作。有关示例，请参阅配置服务操作参数。
• 发送电子邮件 ‑根据预先配置的属性发送电子邮件。有关示例，请参阅添加发送电子邮件操作。
• 添加 G Suite活动 ‑根据预先配置的属性创建 Google日历活动。
• 返回 ‑将用户导航到上一页。
• 转到页面 ‑将用户导航到预配置的微应用页面。有关示例，请参阅添加转到页面操作。
• 转到URL ‑将用户导航到预配置的 URL。有关示例，请参阅添加转到 URL操作。
• 运行通知触发器 ‑运行预配置的通知事件。有关示例，请参阅添加运行通知触发器操作。

添加 “转到页面”操作

定义将用户发送到预配置的微应用页面的操作。

1. 将 B utton组件添加到构建器并在 “按钮属性”选项卡下为其命名后，选择 “操作”选项卡。
2. 禁用页面操作按钮切换。在 “添加操作”字段中，选择 “转到页面”。
3. 在 “操作”下选择 “转到页面”。操作标签字段、应用程序选择器和页面选择器打开。
4. 在应用程序下，选择要从中选择页面的微应用。
5. 在 “页面”下，选择要按钮打开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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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选）如果要筛选已配置页面中的数据，请在 “目标页面记录”下选择 “设置条件”。例如，用户正在查看包含
帐户数据的页面。用户选择一个标记为 “商机”的按钮，然后根据目标页面记录条件导航到该页面，其中包含预
期值大于特定值的所有相关商机的列表。

7.（可选）如果要在目标页面中预填充字段，请在填充目标页面下选择编辑字段。例如，用户正在查看 Jira票证，
并希望在同一项目中创建一个新票证。用户选择一个标记为 “新建”的按钮，然后导航到页面，在该页面中，“项
目”字段已使用上一页中的值预填充，但必须手动输入所有其他属性。

添加运行通知触发器操作

定义一个操作以触发通知以运行通知事件评估并向目标受众发送通知消息。此操作可以显示在页面正文中或刀片式服务
器页脚中。

1. 将 B utton组件添加到构建器并在 “按钮属性”选项卡下为其命名后，选择 “操作”选项卡。
2. 保持 “页面操作”按钮切换为启用状态，以在页面的页脚中显示该按钮。禁用切换以在页面正文中显示按钮。
3. 在添加操作字段中，选择运行通知触发器。
4. 在操作下选择运行通知触发器。
5. 在事件下，选择要运行的事件触发器。您可以为此按钮选择多个事件。

使用组件值作为参数

您可以在 “发送电子邮件”和 “转到URL ”操作中使用组件值作为参数。此功能允许：

• (发送电子邮件) Workspace用户可以在工作区字段中输入给定操作的电子邮件收件人。
• (转到 URL)用户从工作区表单中输入的内容可用作在工作区中打开的 URL模板的一部分。

根据你的用例，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添加发送电子邮件操作

1. 将 B utton组件添加到构建器并在 “按钮属性”下命名后，选择 “操作”选项卡。

2. 禁用页面操作按钮切换。在添加操作字段中，选择发送电子邮件。

3. 在 “至”下，选择 “插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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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插入变量”屏幕上，从 “类型”菜单中选择 “组件值”。

5. 在组件下，选择用户在其工作区窗体上输入的所需输入组件。“至”字段填充组件 ID。

6. 根据需要为邮件添加主题和正文。
在Workspace中，用户可以在此组件启用的字段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当他们提交电子邮件地址时，他们的电
子邮件将打开一封预填充的邮件，必要时可以修改该邮件并发送。

添加 “转到URL”操作

1. 将 B utton组件添加到构建器并在 “按钮属性”下命名后，选择 “操作”选项卡。
2. 保持页面操作按钮切换为启用状态。在 “添加操作”字段中，选择 “转到URL”。
3. 在URL模板字段中，输入要打开的目标网站的 URL。
4. 在URL模板字段下，选择插入变量。
5. 在 “插入变量”屏幕上，从 “类型”菜单中选择 “组件值”。
6. 在 “组件”下，选择所需的组件。URL模板字段将填充添加到您输入的 URL的组件 ID。
在Workspace中，用户可以在此组件启用的字段中输入值。当他们提交查询时，选定的组件值将用作在浏览器
中打开的 URL中的变量。

注意：

选择模板字段旁边的信息图标可查看有关已使用组件的详细注释。

配置 Power BI组件服务操作

Power BI模板随附的开箱即用的微应用程序根据需要配置了组件。如果要进行更改或添加其他微应用，请按照以下步
骤作为模型进行操作。重要注意事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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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首次显示报告，用户必须登录 Power BI。
• Power BI 主帐户可以生成的嵌入令牌数量有限制。您可以购买更多容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
//docs.microsoft.com/en‑us/power‑bi/developer/embedded/embedded‑faq#technical。

• AS Azure 或 AS onPrem 实时连接报告在重新绑定后可能会出现延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s:
//docs.microsoft.com/en‑us/rest/api/power‑bi/reports/RebindReport。

需要 Power BI组件设置来授权登录的用户，然后他们才能查看仪表板、报表或磁贴。要进行设置，您需要配置服务
操作以为用户生成令牌。对仪表板、报表和磁贴进行配置。授权作为常规的维修操作起作用。例如，如果你有单独的
OAuth 2.0身份验证方法用于服务操作设置，系统会要求用户登录 Power BI，然后组件才会显示所需的内容。

1. 在集成的 “编辑”屏幕中，或从菜单中，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服务操作”。

2. 使用以下 Power BI端点根据需要配置这些新的服务操作：

• 仪表板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rest/api/power-bi/embedtoken/
dashboards_generatetokeningroup

• 报 告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rest/api/power-bi/embedtoken/
reports_generatetokeningroup

• 瓷 砖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rest/api/power-bi/embedtoken/
tiles_generatetokeningroup

3. 选择添加维修操作。此操作需要 GroupID和仪表板 ID、ReportId和 tileID参数。以下面的模型为例：

4. 在操作执行下，选择 BOD体选项卡。从内容类型列表中选择 JSON。

{
“accesslevel”: “查看”
}

现在，使用此新配置的服务操作在组件中设置授权。遵循下面的一般示例：

5. 在微应用中，例如，要在其中为仪表板提取数据的微应用中，选择您安装了 Power BI组件的任何页面。

6. 选择 P ower BI组件，然后选择右侧的 Power BI授权选项卡。

7. 选择编辑参数，然后按如下所示填写字段：

8. 选择保存以完成操作。

构建列表页面

December 1, 2021

构建一个列表页面以显示记录系统中的所有可用记录。例如，这可以定义为属于特定用户的所有问题（个性化）或特定
项目中的所有议题。本文假设您已经为此工作流程创建了微应用。有关分步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新的微应用。

要为微应用添加列表页面，请从起始模板中进行选择，然后在构建器中自定义页面。对于此列表页面，从表模板开始，
该模板具有表生成器组件已可用。然后添加一个文本输入组件来搜索表。此页面使用以下构建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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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通过定义表源、筛选器和定义列来添加表。可以添加页面链接操作。必须设置个性化查询以限制数据泄露。
• 文本输入 ‑使用此组件作为搜索输入。这意味着您不定义文本源或默认值。

下图显示了一个示例列表页面，其中显示了 TT详情，其中包含指向我们使用上面列出的组件构建的详情页面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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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无论与订阅者的数据关系如何，没有个性化查询的表都会公开与表筛选器匹配的所有记录。除非您限制数据泄露，
否则您的潜在敏感数据可能会暴露给所有微应用用户。使用数据筛选器功能控制页面的数据访问权限。

在页面中，在组件构建器窗格中选择表。选择表属性，然后选择数据筛选器。然后选择 +添加条件并根据需要添
加约束。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要向其添加页面的微应用。选择页面，然后选择添加新页面。

2. 为页面命名，然后选择表格模板。

3. 确认您的数据源，然后选择要作为表中记录的来源的数据表。选择选择字段以选择填充页面的字段。选择添加。

新页面将添加到页面列表中，可以进行自定义。构建器页面填充了我们选择的字段。现在让我们自定义页面。

4. 要添加搜索框，请将文本输入组件拖到构建器中，然后将其放在表组件上方。

• 选择 “文本输入属性”选项卡。在 “标签”字段中，输入 “搜索”。
• 禁用映射到数据列切换开关。
• 不要设置默认值。
• 对于此字段，请勿激活 “必需”切换开关。

5. 选择构建器中已有的表组件。

• 选择表格属性选项卡。在标签字段中，输入票证。
• 选择要显示该表的数据表。必须添加要在表格中显示的列。有关我们要添加的内容的模型，请参见上面的
屏幕截图。

• 在 “数据筛选器”下，选择 “设置筛选器”以映射到执行搜索的列。
a) 选择添加。
b) 为 “选择”列选择一个值。
c) 为操作选择包含。这会为部分或未完成的字符串输入检索更多结果。
d) 为值类型选择组件值。
e) 选择 “搜索组件的文本输入”。
f) 仅在值切换时启用。
g)（可选）您可以添加其他过滤器。例如，筛选活动记录。此外，您还可以通过选择 “全部”、“ ONE

OFF”或编写逻辑表达式来组合筛选规则。
h) 选择保存。

• 选择 “列”，然后选择列出的第一个项目。在 “列标题”下为该列指定一个名称。例如，我们将命名票证编
号列，但我们映射到的数据列标记为 issue_key。为预填充的 “数据表”和 “数据列”选择一个值以映射
到正确的列。

• 选择 +，然后对我们标记的以下列重复操作：说明、问题类型和优先级。
• 选择操作选项卡，然后选择我们已创建的详细信息页面。这会在右侧放置一个 “查看详细信息”链接，并
构建一个指向包含给定问题详细信息的页面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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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完成了列表页面的构建。最后一步，让我们选择此页面作为微应用的操作页面，并使其显示在此集成的操作列
表中。

6. 选择属性。当你在建筑商中时，这是左边的齿轮。

7. 在 “操作”下，选择 “启用为操作”开关，然后在 “操作”页面菜单中选择此页面。

此列表页面现已准备就绪。

构建详情页面

December 1, 2021

构建详情页面以查看记录系统中可用的一条记录的详细信息。请记住，您可以根据需要设计和自定义这些页面。本文假
设您已经为此工作流程创建了微应用。有关分步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新的微应用。

要为微应用添加详情页面，请从起始模板中进行选择，然后在构建器中自定义页面。对于此详情页面，从详细信息模板
开始，该模板会使用显示我们选择的字段的文本组件预先填充构建器。使用以下组件构建此示例详情页面。

• 文本 ‑定义要从缓存加载到页面的文本源和格式。
• 返回按钮 ‑允许用户返回上一页。
• 静态文本 ‑定义要在页面上显示的静态文本。
• 灵活的网格 ‑让您可以更好地控制页面上组件的位置。在设计适用于屏幕较大的设备的页面时很有帮助。设置标
签和想要在网格中包含的单元格总数。

• 表 ‑通过定义表源、筛选器和定义列来添加表。可以添加页面链接操作。可以设置基于用户电子邮件的个性化查
询以限制数据泄露。

下图显示了一个示例详情页面，其中显示了我们使用上面列出的组件构建的 TT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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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要向其添加页面的微应用。选择页面，然后选择添加新页面。

2. 为页面命名，然后选择详情模板。

3. 确认您的数据源，然后选择要作为表中记录的来源的数据表。选择选择字段以选择填充页面的字段。选择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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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页面将添加到页面列表中，可以进行自定义。构建器页面填充了我们选择的字段。现在让我们自定义页面。

4. 选择 “后退按钮”元素并将其拖动到构建器面板的顶部。

5. 选择静态文本元素并将其拖动到构建器面板的顶部后退按钮下方。

• 选择静态文本属性，然后在内容字段中输入票证详细信息。
• 在文本类型下，选择标题。

6. 选择弹性网格元素并将其拖动到构建器面板中。使用网格项目来放置我们现有的文本组件。

• 我们需要添加新的单元格。选择灵活网格属性选项卡，然后在单元格总数下将值更改为 8。
• 选择现有文本组件并将其拖动到灵活网格中要放置它们的位置。

7. 接下来，选择表组件并将其拖动到构建器中。把它放在底部。

• 选择表格属性选项卡。在 “标签”字段中，输入注释。
• 激活使用与详情页面相关的记录开关。
• 选择要显示该表的数据表。在这种情况下注释
您必须添加要在表格中显示的列。有关我们要添加的内容的模型，请参见上面的屏幕截图。

• 选择 “列”，然后选择列出的第一个项目。在 “列标题”下为该列指定一个名称。例如，让我们命名列作者
姓名。为预填充的 “数据表”选择一个值，然后选择 “数据列”以映射到正确的列。

• 选择 +，然后对我们将标记的以下列重复操作：正文和创建日期。对于日期列，选择格式以指定使用的时
间格式。例如，如有必要，您可以为评论详情页面构建操作。

• 如果需要根据特定条件筛选表中的数据，请选择设置筛选器。
• 选择 “设置顺序”以按所需顺序查看表项目。

此详情页面现已准备就绪。

构建创建页面

December 1, 2021

构建创建页面以将记录添加到记录系统中。本文假设您已经为此工作流程创建了微应用。有关分步详细信息，请参阅添
加新的微应用。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建议将此页面存放在单独的微应用中。在设计工作流程时，请记住以下注意事项：

• 每个微应用只能有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如果你希望搜索页面和创建页面都作为操作，你就不能在同一个微应用
中拥有它们。

• 如果需要，允许不同的用户权限设置。

注意：

创建功能受到 API回写访问的限制。

对于此创建页面，从表单模板开始，然后使用以下构建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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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文本 ‑定义静态文本以显示页面。
• 灵活的网格 ‑让您可以更好地控制页面上组件的位置。在设计适用于屏幕较大的设备的页面时很有帮助。由网格
项目组成。设置标签和想要在网格中包含的单元格总数。

• 文本输入 ‑通过指定要加载到用户输入的页面的数据表、列和值来定义文本源。组件可以标记为可选。字段宽度
可以修改。可以根据最小或最大长度或文本模式来配置验证规则，以识别用户输入。如果此组件未映射到记录值，
则用户可以使用该字段输入文本。

• 选择 ‑允许用户从一组值列表中进行选择。由来自源系统的数据填充，也可以手动输入值列表。可以添加操作。
• 查找 ‑允许用户搜索大量值，并允许用户通过搜索其他值来选择值。
• 按钮 ‑在页面上添加包含操作和逻辑的可点击组件。

下图显示了一个示例创建页面，其中显示了映射到我们使用上面列出的组件构建的下面列出的数据列的详细信息。对于
此页面和微应用，我们需要映射到以下数据列：

• 项目
• 问题类型
• priority
• 受让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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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专门为此创建操作添加微应用后，请选择该微应用。有关分步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新的微应用。选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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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添加新页面。

2. 为页面命名，然后选择表单模板。

3. 确认您的数据源，然后选择要访问的数据表。选择添加。

新页面将添加到页面列表中，可以进行自定义。构建器页面填充了我们选择的字段。现在让我们自定义页面。

4. 选择静态文本元素并将其拖动到构建器面板的顶部。

• 选择 “静态文本属性”，然后在 “内容”字段中输入 “创建票证”。
• 在文本类型下，选择标题。

5. 选择弹性网格元素并将其拖动到构建器面板中。使用网格物品来放置我们的其他组件。你需要添加新的单元格。
选择灵活网格属性选项卡，然后在单元格总数下将值更改为 8。

6. 要添加标题字段，请将文本输入组件拖到左上角的网格项目。

• 选择 “文本输入属性”选项卡。在 “标签”字段中，输入 “标题”。
• 禁用映射到记录值开关。
• 激活必需切换开关。

7. 要添加项目下拉选择器，请将 S elect组件拖动到右上角的网格项。

• 选择 “选择属性”选项卡。在 “标签”字段中，输入 “项目”。
• 在选择类型下，选择从数据库中选择。
• 禁用映射到记录值开关。
• 从菜单中选择数据表、数据列。在我们的例子中，项目和 ID。
• 激活必需切换开关。

8. 要添加问题类型下拉选择器，请将选择组件拖到左中间的网格项。

• 选择 “选择属性”选项卡。在 “标签”字段中，输入问题类型。
• 在选择类型下，选择从数据库中选择。
• 禁用映射到记录值开关。
• 从菜单中选择数据表、数据列。在我们的例子中，issue_type和名称。
• 激活必需切换开关。

9. 要添加工作负责人姓名可搜索字段，请将 Lookup组件拖到右中间的网格项目。使用此组件是因为它允许用户
轻松搜索大量值。

• 选择 “查找属性”选项卡。在标签字段中，输入工作负责人姓名。
• 在选择类型下，选择从数据库中选择。
• 从菜单 中选择要搜索的数据表、要搜索的 数据列和用作值的数据列。在我们的例子中，用户和
display_name。

• 禁用显示其他数据列切换开关。

10. 要添加描述字段，请将文本输入组件拖到左下角的网格项目中。

• 选择 “文本输入属性”选项卡。在 “标签”字段中，输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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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用映射到记录值开关。
• 对于此字段，请不要激活必需开关以自动向字段添加（可选）标记。

11. 要添加 “优先级”下拉选择器，请将 “选择”组件拖到右下角的 “网格项”中。

• 选择 “选择属性”选项卡。在标签字段中，输入优先级。
• 在选择类型下，选择从数据库中选择。
• 禁用映射到记录值开关。
• 从菜单中选择数据表、数据列。在我们的例子中，优先级和名称。
• 对于此字段，请勿激活 “必需”切换开关。这会自动向字段添加一个（可选）标签。

12. 要添加 “创建”按钮，请将按钮组件拖动到左下角的网格项目中。

• 选择 “按钮属性”选项卡。在 “标签”字段中，输入 “创建”。
• 将 “样式”选项保留为 “主要”以使其成为蓝色选项按钮。
• 选择 “操作”选项卡。确保已启用 “页面操作按钮”开关。这将在刀片式服务器的页脚中显示按钮，并在操
作完成后关闭Workspace刀片式服务器。

• 单击添加操作下拉列表，然后选择运行维修操作。
• 单击运行维修操作文本。单击数据下拉列表，然后选择要连接到的集成。单击操作下拉列表，然后选择要
执行的操作，在本例中为 “创建问题”。

• 选择编辑参数，然后根据为页面创建的字段填写所有必需的参数。您可以在此示例之后为自己的模型：

13. 要添加 “取消”按钮，请将按钮组件拖动到右下角的网格项目中。这允许用户在不提交更改的情况下重新加载页
面。

• 选择 “按钮属性”选项卡。在 “标签”字段中，输入 “取消”。
• 选择样式选项作为次要使其成为灰色选项按钮。
• 选择 “操作”选项卡。单击添加操作下拉列表，然后选择转到页面。为应用程序选择此微应用程序和为
Page创建的此页面的名称，以便在选择取消时使此页面自行刷新。

您已完成创建页面的构建。最后一步，让我们选择此页面作为微应用的操作页面，并使其显示在此集成的操作列
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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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选择属性。当你在建筑商中时，这是左边的齿轮。

15. 在 “操作”下，选择 “启用为操作”开关，然后在 “操作”页面菜单中选择此页面。

此创建页面现已准备就绪。

构建事件通知

December 1, 2021

为要发送到客户端应用程序的事件创建触发器，例如新的 PTO请求或记录已更改的通知。从模板类型中选择，然后在构
建器中自定义事件。本文假设您已经为此工作流程创建了微应用。有关分步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新的微应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构建事件通知：

• 创建发送通知/操作和目标订阅者的条件。
• 为订阅者配置通知卡。
• 配置措施项。
• 设置到期条件和时间段。

注意：

编辑现有通知的设置时，请先停止该特定集成的所有同步，然后再尝试保存。

创建通知

设置 “定期通知”、“定期报告”或 “日期提醒”时，适用以下行为：

• 调度时间间隔时，间隔设置为在上一次运行完成后运行。例如，通知设置为 5分钟，通知在 10.00运行，在
10.02完成，然后在 10.07再次运行。

• 安排每日通知时，通知会在时间范围内选择的随机时间运行。例如，通知设置为在 14.00运行，运行在 14.00
和 14.05之间随机开始。

1. 选择要向其添加事件的微应用。选择页面右上角的添加通知。

2. 输入通知事件的通知名称。

3.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所需的触发器和通知类型。根据您选择的特定事件触发器类型，设置步骤略有不同：

• 新记录 ‑在记录源 (SoR)中创建新记录时发送通知。
• 已更改记录 ‑在 SoR中更改现有记录时发送通知。
• 匹配记录 ‑当记录在 SoR中的特定时间与定义的查询匹配时发送通知。
• 删除记录 ‑在 SoR中删除当前记录时发送通知。
• 定期通知 ‑（用户操作）定期发送非数据驱动的通知。
• 定期报告 ‑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发送包含汇总报告数据（分组）的定期通知。
• 日期提醒 ‑在记录日期列值之前或之后的指定时间发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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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您的数据源，然后选择要从中跟踪更改的数据表。选择添加。新通知将添加到 “通知”列表中，随时可以进
行配置。

注意：

由于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支持跨集成微应用，因此 “选择数据源”列表将显示所有可用的集成数据
源。

编辑通知屏幕随即打开。请按照以下步骤配置通知。正确配置通知后，必须滚动到页面顶部，然后选择保存。

通知名称

通知名称允许您输入通知名称，还可以选择是否在目标应用程序集成同步后立即运行通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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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内容允许您配置通知中显示的信息。在这里，除了显示卡图像之外，您还可以配置通知图标、通知标题和正文内容。您
可以选择输入变量以合并从目标应用程序集成中生成的元素。

目标页

Target Page允许您选择在选择通知时显示的页面。您可以选择目标微应用、目标页面，还可以选择预览页面以查看
微应用接收者收到的内容。

设置

通过设置，您可以定义通知和通知收件人的触发条件。选择受众以定义来自集成的通知的收件人，选择添加条件以设置
触发用户通知的条件。至少设置了一个条件后，可以选择编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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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定义之后在内部解析复杂的布尔表达式会被简化，如果适用，将去除冗余的格式。
例如，定义 1和 (2和 3) OR (4和 5)会导致显示 1和 2以及 3或 4和 5，因为从定义中删除了冗余的括号。

提高通知阈值

为了获得更好的性能，微应用服务限制了每个用户每个通知作业生成的通知卡的最大数量。默认情况下，此值设置为
50，生成的任何超过此数量的通知卡都将丢失。

使用高级设置选项，您可以增加此值。但是，大量通知可能会淹没Workspace用户的活动源。这样做可能会稀释生成
通知卡的价值，并增加根本不读取通知卡的机会。在增加此值之前，请考虑用户及其Workspace体验。允许的最大值
为 300。

例如，您有一个集成，同步时间设置为每 10分钟一次。每个订阅的用户收到的通知数量与在此时间段内发生的更改一
样多，直至阈值；如果修改此值，可以是默认值 50，还是最多 300个。在此值上发生的任何其他更改都不会作为用户活
动源的通知生成。在两次同步之间的这段时间之后（在我们的示例中为 10分钟），根据此设置，新的同步将运行并捕获
下一个 50/300更改。

1. 在设置下，从受众菜单中选择所有订阅者。仅当受众群体设置为所有订阅者时，高级设置才可见。

2. 启用显示高级设置切换开关。

3. 在单个用户的通知生成阈值下，选择编辑。默认值 50是预填充的。

4. 输入一个新值。不要超过最大值：300。

5. 选择页面顶部的保存以保存所有更改。该字段将被禁用，您必须选择编辑才能再次启用该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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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定期报告通知

对于定期报告通知，设置下有一个分组功能。使用此功能可将多个事件收集到一个通知中。例如：

• 用户在给定时间段（例如一天）内收到 10张工作票，但您希望用户只收到一个通知。
• 用户在一个工作日内清除许多批准，但您希望他们在一天结束时收到所有剩余批准的通知。

为数据分组依据选择一个数据列值，然后选择一个时间段。时间段字段定义从您在上面的 “运行频率”字段中将事件设
置为运行起的时间段。例如，To day表示在事件触发器运行的同一天发送通知组。如果选择 “自定义时间间隔”，则会
打开详细的起始日期和

发送提醒‑日期提醒通知

对于日期提醒通知，页面顶部附近的运行频率字段定义了运行同步的时间。“设置”下的 “发送提醒”字段定义了通知
发送之前或之后的时间。

过期日期

过期允许您定义删除通知的任何条件。您可以设置为在集成中的记录不再可用时使通知过期。您可以在定义的时间间隔
后使通知过期。您还可以配置集成触发器条件，以便在目标集成中的数据发生更改时使通知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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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配置通知后，滚动到页面顶部，然后选择保存。

跑步活动

选择通知构建器顶部栏中的 “运行事件”以手动触发此事件通知以运行。选择显示事件日志以查看按严重性分类的更改
历史记录。您还可以从微应用的通知概述屏幕的顶部栏运行所有事件。

清除所有通知

要从微应用中删除所有通知，请在微应用的 “通知概述”屏幕上的单个通知的编辑菜单中选择 “清除所有通知”。当您在
使用较新的数据结构时需要重新组织或重新生成通知（例如，在测试时），此功能会删除您的通知。

您还可以删除集成中所有微应用中的所有通知。在微应用集成概述页面中，选择要删除所有通知的集成旁边的菜单。选
择清除所有通知，然后确认。

本地化微应用

December 1, 2021

Citrix Workspace微应用允许您出于本地化目的导出和导入已翻译的 JSON文件。借助微应用本地化选项，您可以导
出这些文件，使用所需的本地化语言对其进行编辑，然后将本地化的微应用文件导回微应用平台供微应用用户使用。

本地化目前只支持一组定义的语言：

• 英语（默认情况下，微应用的后备语言）
• 中文（简体）
• 荷兰语
• 法语
• 德语
• 日语
• 西班牙语
• 巴西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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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语

将来的更新中将添加额外的语言支持。将微应用本地化为所需语言后，将根据最终用户的浏览器区域设置来显示该语言。

为微应用使用本地化功能涉及以下内容：

1. 导出所需的微应用配置文件。
2. 编辑文件并将实体翻译成所需的语言。
3. 将翻译后的文件导回微应用平台。

导出文件进行翻译

要导出本地化文件，请通过选择相关微应用的汉堡包按钮来打开微应用编辑屏幕。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左栏中选择本地化

此时将打开本地化页面，其中显示当前所有本地化的语言。

2. 选择导出。

3. 选择要导出以进行本地化的语言，以及是否只想导出缺少的翻译字符串。

4. 选择导出

JSON文件将下载到您的本地计算机。

使用本地化文件

然后，您可以使用首选的文本编辑器打开和编辑所需的本地化 JSON文件，准备就绪后，将文件保存为 JSON格式，以
便导入回微应用管理控制台。

导入本地化

准备好本地化的 JSON文件后，将它们导回微应用平台。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导入。

导入翻译文件刀片随即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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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可用语言中选择所需的本地化语言。

3. 拖动已翻译的 JSON文件：

4. 选择导入。

现在，您的翻译文件已导入，订阅者可以使用该语言版本的应用程序：

配置用户提供商

December 1, 2021

配置用户提供程序无需复制和同步在记录系统 (SoR)的身份提供程序配置设置中创建和维护的用户组，从而提高了管理
效率。

微应用管理员可以将用户提供商配置为从 SoR收集用户和用户组数据，并使用这些数据管理所有集成中的微应用订阅。
要配置用户提供程序，您的应用程序 SoR必须提供公开用户/用户组的 API，例如 ServiceNow、Salesforce、J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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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创建用户提供商

您可以手动创建新的用户提供程序，也可以导入已配置的用户提供程序。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微应用集成页面中，选择顶部栏中的 “用户提供商”选项卡。

2. 选择用户提供商类型。选择从 HTTP Web服务创建新的用户提供程序以手动配置此用户提供程序。您还可以
导入以前配置的用户提供程序。有关导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导入。

3. 输入连接的用户提供程序名称。

4. 输入用户提供商基本 URL。

5. 从图标库中为用户提供者选择一个图标，或将其保留为默认图标。

6. 选择服务身份验证方法，然后根据您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填写所有必需的详细信息。有关身份验证方法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设置服务身份验证。

7.（可选）根据需要启用请求速率限制开关，然后输入请求数和时间间隔。

8.（可选）如果需要，请输入请求超时的值。

9. 选择添加以完成用户提供程序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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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导入一个脚本来完成。

导入脚本

使用微应用中的用户提供程序脚本功能，您需要上传脚本才能完成用户提供程序设置。我们在下面提供了脚本要求和
JavaScript模型。请参阅准备脚本。有关脚本的一般信息，请参阅 HTTP集成脚本。

添加用户提供程序后（在前面的过程中），页面将打开，其中包含用户提供程序的视图。请按照以下步骤添加脚本。

1. 选择状态下的添加脚本。

2. 选择导入脚本。

3. 将脚本拖到导入弹出窗口中，或浏览查找文件。脚本必须是不大于 1 MB的.js文件。

脚本经过解析和验证。

4. 选择导入完成。

您可以在用户提供程序的用户提供程序脚本视图中的脚本处理程序下看到脚本详细信息。要查看脚本发出的请
求，请选择用户提供程序条目旁边的菜单，然后选择同步日志。

现在，在分配订阅者时，您的新用户提供商可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订阅者。

准备你的脚本

准备脚本时，请考虑以下要求：

• 导入脚本必须从加载内置库微应用程序用户组开始。此库定义了必须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对象：const { User
, Group, UserGroupMapping } = library.load("microapp-user-groups");

• 对象具有以下结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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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accountName, displayName, email, domain, userPrincipalName,
userId)电子邮件地址在用户提供商内必须唯

– Group(accountName, displayName, domain, userPrincipalName, groupId,
parentGroupId)组层次结构也可以使用 parentGroupID进行定义

– UserGroupMapping(userId, groupId)将用户映射到组

• 所有属性都是数据类型 STRING。

• 用户.email必须与登录到 Citrix Workspace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匹配。

模型脚本

使用以下 JavaScript代码作为模型。

注意

以下模型是专门为 ServiceNow SoR编写的。此脚本与其他服务不兼容。

1 const {
2 User, Group, UserGroupMapping }
3 = library.load("microapp-user-groups");
4
5 function fullSync(params) {
6
7 fullSyncUsers(params);
8 fullSyncGroups(params);
9 fullSyncUserGroupMapping(params);

10 }
11
12
13 function fullSyncUsers({
14 client, dataStore }
15 ) {
16
17 let offset = 0;
18 do {
19
20 const response = client.fetchSync(
21 `/api/now/table/sys_user?sysparm_fields=sys_domain_path%2

Cname%2C%20sys_id%2Cuser_name%2Cemail&sysparm_query=
emailISNOTEMPTY^active%3Dtrue&sysparm_limit=100&
sysparm_offset=${

22 offset }
23 `
24 );
25 if (!response.ok) {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429



微应用

26
27 console.log("Error status:", response.status, response.

statusText);
28 console.log("Error body:", response.textSync());
29 throw new Error("Network response was not ok");
30 }
31
32 console.log("fetch done");
33
34 const users = response.jsonSync().result;
35 console.log("users");
36
37 users.map((user) =>
38 console.log(
39 user.user_name,
40 user.name,
41 user.email,
42 user.sys_domain_path,
43 user.name,
44 user.sys_id
45 )
46 );
47 dataStore.save(
48 User.tableModel,
49 users.map(
50 (user) =>
51 new User(
52 user.user_name,
53 user.name,
54 user.email,
55 user.sys_domain_path,
56 user.user_name,
57 user.sys_id
58 )
59 )
60 );
61
62 offset = offset + 100;
63 console.log(`offset: ${
64 offset }
65 `);
66 }
67 while (offset < 300);
68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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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function fullSyncGroups({
72 client, dataStore }
73 ) {
74
75 let offset = 0;
76 do {
77
78 const response = client.fetchSync(
79 `/api/now/table/sys_user_group?sysparm_query=active%3Dtrue&

sysparm_limit=100&sysparm_offset=${
80 offset }
81 `
82 );
83 if (!response.ok) {
84
85 console.log("Error status:", response.status, response.

statusText);
86 console.log("Error body:", response.textSync());
87 throw new Error("Network response was not ok");
88 }
89
90
91 const groups = response.jsonSync().result;
92 groups.map((group) =>
93 console.log(
94 group.name,
95 group.name,
96 "/",
97 group.name,
98 group.sys_id,
99 group.parent.value

100 )
101 );
102 dataStore.save(
103 Group.tableModel,
104 groups.map(
105 (group) =>
106 new Group(
107 group.name,
108 group.name,
109 "/",
110 group.name,
111 group.sys_id,
112 group.parent.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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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
114 )
115 );
116 offset = offset + 100;
117 console.log(`offset: ${
118 offset }
119 `);
120 }
121 while (offset < 400);
122 }
123
124
125 function fullSyncUserGroupMapping({
126 client, dataStore }
127 ) {
128
129 let offset = 0;
130 do {
131
132 const response = client.fetchSync(
133 `/api/now/table/sys_user_grmember?&sysparm_limit=100&

sysparm_offset=${
134 offset }
135 `
136 );
137 if (!response.ok) {
138
139 console.log("Error status:", response.status, response.

statusText);
140 console.log("Error body:", response.textSync());
141 throw new Error("Network response was not ok");
142 }
143
144
145 const mappings = response.jsonSync().result;
146 mappings.map((mapping) =>
147 console.log(mapping.user.value, mapping.group.value)
148 );
149 dataStore.save(
150 UserGroupMapping.tableModel,
151 mappings.map(
152 (mapping) =>
153 new UserGroupMapping(mapping.user.value, mapping.group.

value)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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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
156 offset = offset + 100;
157 console.log(`offset: ${
158 offset }
159 `);
160 }
161 while (offset < 400);
162 }
163
164
165 integration.define({
166
167 synchronizations: [
168 {
169
170 name: "snowUserGroups", // Logical name
171 fullSyncFunction: fullSync,
172 }
173 ,
174 ],
175 model: {
176
177 tables: [User.tableModel, Group.tableModel, UserGroupMapping.

tableModel],
178 }
179 ,
180 }
181 );
182 <!--NeedCopy-->

同步数据

December 1, 2021

作为管理员，您可以详细控制自己设置的同步计划。但是，必须注意如何设置同步时间，以避免作业错过其计划。为了
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为同一时间段随机安排了时间表。

有三种类型的工作是相关的：

• 完全同步 ‑针对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庞大数据量进行了优化。
• 增量同步 ‑针对小而频繁的更新进行了优化。
• 通知作业 ‑评估通知事件并向目标受众发送通知消息。通知作业在每次完全同步、增量同步、维修后操作之后运
行，也会独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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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规则

首先，对于任何给定的集成，必须先成功完成一个完整同步，然后才能运行任何增量同步。

对于任何给定的集成，任何时候只能运行一种类型的作业。例如，在运行完全同步时，不能运行增量同步，也不能运行
任何通知作业。增量同步和通知作业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可以同时运行多个通知作业。所有集成的总和最大作业数为每个微应用服务实例三个。

完全同步和增量同步的计划可能会重叠。无法预测哪个成功，哪个失败。没有任何规则来管理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依赖于随机化和每个实例三个作业的有限吞吐量，这降低了完全同步和增量同步同时启动并发生冲突的几率。

不符合计划的同步

如果作业未按计划运行，它将被标记为未启动，系统会尝试尽快安排未启动的作业。你可能错过日程安排的原因：

• 此实例上当前还有其他三个作业正在运行。
• 完成作业所需的时间比重复间隔中设置的时间长。例如，您设置每 15分钟增量同步一次，但由于某种原因，该
作业需要 20分钟才能完成。

注意

如果主键列中的任何值丢失或类型无效，则在同步过程中将跳过该记录并生成日志警告。

详细说明否决权规则

每次工作开始时，都会检查可以取消该作业的否决权规则。对于不同类型的工作，否决权规则是不同的。

• 对于完全同步，如果已为同一数据集成运行另一个通知/同步作业，则将否决作业。在这种情况下，作业将在 5秒
钟后重新触发。

• 对于增量同步，如果集成从未成功进行完全同步，调度程序将启动完全同步作为一次性作业。此外，与上述情况一
样，如果另一个通知/同步作业已在为同一数据集成运行，并且该作业在 5秒钟内重新触发，则该作业将被否决。

• 对于通知事件，如果从未成功完全同步集成，则作业将被否决。通知作业同时运行。这意味着可以同时运行多个
通知作业。但是，出于优化原因，每个主表只有一个变更日志表。因此，一次只能有一个通知作业更新变更日志
表。因此，当一个通知作业更新变更日志表时，其他通知作业会等待。完成此操作后，其他通知作业可以运行。

设置数据同步

将数据从集成应用程序提取到微应用平台，以便与缓存进行比较。作为最佳做法，完全同步每 24小时执行一次，并且可
以将增量同步配置为每五分钟提取一次。

计划同步作业按上次成功运行后定义的时间间隔运行。例如，如果将时间间隔设置为 5分钟，则作业从 10.05开始运行
（例如 15分钟），一旦成功暂停五分钟，然后再次启动。因此，作业从 10.05开始，成功运行到 10.20，然后在 10.25
再次启动。

1. 在 “管理微应用”页面中，选择要为其设置同步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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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同步”。

3. 设置完整和增量数据同步值。

• 完全删除本地缓存并从源系统中提取所有数据。

重要：

运行完全同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建议在夜间运行完全同步，或者通常在非工作时间运行您可以
通过选择 X 图标随时取消正在进行的数据同步。

• 增量拉取仅更改（新的和更新的）记录。不加载已删除的数据。

重要：

并非所有 API都支持增量同步。

定义每日或每周同步时，同步会在您选择的时隙内随机进行。例如，选择 00‑04每日完全同步将在
该时段内随机选择的时间运行完全同步。

4. 选择保存。

注意：

如有必要，您还可以选择箭头图标以按需运行集成。

自定义场景

December 1, 2021

设置集成后，自定义微应用。下表显示了四个关键用例场景和所需的活动。您可以查看以下使用案例方案的概述，也可
以点击指向相应方案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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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板集成创建微应用
为模板集成自定义现有微

应用
为使用 HTTP连接器构建
的自定义集成创建微应用 导入微应用

验证所需的表格实体并在
必要时添加新实体

验证所需的表格实体并在
必要时添加新实体

根据需要添加实体 验证所需的表格实体并在
必要时添加新实体

添加空白微应用 已经存在 添加空白微应用 导入微应用

创建页面或通知或两者兼
而有

创建页面或通知或两者兼
而有之，或者打开现有页

面或通知

创建页面或通知或两者兼
而有

创建页面或通知或两者兼
而有之，或者打开现有页

面或通知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
通知，并自定义通知卡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
通知，并自定义通知卡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
通知，并自定义通知卡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
通知，并自定义通知卡

管理访问权限和订阅 管理访问权限和订阅 管理访问权限和订阅 管理访问权限和订阅

为模板集成创建微应用 为模板集成自定义现有微
应用

为使用 HTTP连接器构建
的自定义集成创建微应用

导入微应用

为模板集成创建微应用

添加微应用以满足您的业务需求。模板集成带有强大的数据库连接。确保所需的表实体已可用，然后使用微应用构建器
从头开始创建微应用。添加新页面和通知，然后填充它们。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 验证所需的表格实体并在必要时添加新实体
• 添加微应用
• 添加页面或通知或两者
•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 管理访问
• 管理订阅

有关完整的场景详细信息，请参阅为模板集成创建微应用。

为模板集成自定义现有微应用

与创建微应用一样，您可以添加新页面和通知。在这种情况下，您还可以使用微应用构建器编辑现有的通知和页面。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 验证所需的表格实体并在必要时添加新实体
• 添加页面或通知或同时添加两者，或者打开现有页面或通知
•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 管理访问
• 管理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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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完整的场景详细信息，请参阅为模板集成自定义现有微应用。

为使用HTTP连接器构建的自定义集成创建微应用

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为自定义集成手动添加数据库连接，然后添加应用程序并使用构建器从头开始创建微应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 根据需要添加实体
• 添加微应用
• 添加页面或通知或两者
•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 管理访问
• 管理订阅

有关完整的方案详细信息，请参阅为使用 HTTP Connector构建的自定义集成创建微应用。

导入微应用

导入您在另一个实例中创建的微应用。然后编辑现有微应用或添加页面和通知。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 将包含微应用的.mapp文件上传到应用程序集成
• 验证所需的表格实体并在必要时添加新实体
• 添加页面或通知或同时添加两者，或者打开现有页面或通知
•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 管理访问
• 管理订阅

有关完整的场景详细信息，请参阅导入微应用。

为模板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December 1, 2021

您可以添加新的微应用来满足您的业务需求。模板集成带有强大的数据库连接。确保所需的表实体已可用，然后使用微
应用构建器从头开始创建微应用。添加新页面和通知，然后填充它们。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验证所需的表实体。如有必要，添加新实体。
2. 添加微应用。
3. 添加页面或通知或同时添加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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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5. 管理访问权限。
6. 管理订阅。

验证所需的表格实体并在必要时添加新实体

检查现有集成以确保微应用中已存在所需的表。如果发现缺少必填表，则必须添加它。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数据
库表实体。

1. 在集成页面中，选择要向其添加微应用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编辑。

此时将打开 “表”页面，其中概述了如何将数据库划分为数据库表。

3. 要查找所需的表，请选择编辑架构，然后筛选所需的实体并确认它存在。

你已经准备好添加微应用了。

添加微应用

从开箱即用的微应用中进行选择，或从头开始创建微应用。添加新的微应用后，它将显示在集成页面上的相关集成下。

在开始之前，请确保已验证或添加必需的表格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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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集成页面中，选择要向其添加微应用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添加微应用。

3. 选择开箱即用的微应用之一，或者选择空白模板，根据业务需求构建自己的微应用。

添加空白微应用后，它将显示在集成页面上的相关集成下。

4. 返回集成页面，然后从集成下的列表中选择 B lank Microapp。

此时将打开 “属性”页。

5. 给它一个适当的名称和描述。

6. 选择微应用图标，然后从菜单中选择适当的图标。您可以从中选择应用程序图标、操作和通知图标以及微应用和
数据图标。

您已准备好添加页面或通知。

添加新页面和通知

准备好微应用并准备好数据库实体后，您需要创建操作页面或通知，或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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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操作页

为此微应用添加操作页面。从起始模板中进行选择，然后在构建器中自定义页面。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要向其添加页面的微应用。

2. 选择页面，然后选择添加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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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页面起个名字。

4. 为页面选择一个起始模板：

• 详细信息
• 表格
• 表
• 静态内容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 “新页面”屏幕的外观：

5. 要设置要预填充页面的表列，请单击 “选择字段”，然后选择相关字段名称。

6. 选择设置列，然后选择添加。

新页面将添加到页面列表中，可以进行自定义。

添加活动通知

为要发送到客户端应用程序的事件创建触发器，例如新的 PTO请求或记录已更改的通知。从模板类型中选择，然后在构
建器中自定义事件。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要向其添加事件的微应用。

2. 选择页面底部的 “创建新通知”。

3. 给通知起个名字。

4.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所需的触发器和通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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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记录‑创建新记录时发送通知。
• 已更改记录
• 匹配记录
• 删除记录
• 定期报告
• 定期通知（用户操作）
• 日期提醒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 “新建通知”屏幕的外观：

5. 验证数据源并选择数据表。

6. 选择添加。

新通知将添加到 “通知”列表中，随时可以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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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有关自定义页面和通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页面生成器组件和构建事件通知。

管理订阅

管理微应用订阅者，为组织内的特定用户和用户组启用微应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分配订阅者。

为模板集成自定义现有微应用

December 1, 2021

与创建新微应用一样，您可以添加新页面和通知。在这种情况下，您还可以使用微应用构建器编辑现有的通知和页面。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验证所需的表实体。如有必要，添加新实体。
2. 添加页面或通知或同时添加两者，或打开现有页面或通知。
3.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4. 管理访问权限。
5. 管理订阅。

验证所需的表格实体并在必要时添加新实体

检查现有集成以确保微应用中已存在所需的表。如果发现缺少必填表，则必须添加它。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数据
库表实体。

1. 在集成页面中，选择要向其添加微应用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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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2. 选择编辑。

此时将打开 “表”页面，其中概述了如何将数据库划分为数据库表。

3. 要查找所需的表，请选择编辑架构，然后筛选所需的实体并确认它存在。

您已准备好自定义微应用。

添加新页面和通知

验证所需的实体后，您需要创建操作页面或通知，或同时创建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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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操作页

为此微应用添加操作页面。从起始模板中进行选择，然后在构建器中自定义页面。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要向其添加页面的微应用。

2. 选择页面，然后选择添加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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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页面起个名字。

4. 为页面选择一个起始模板：

• 详细信息
• 表格
• 表
• 静态内容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 “新页面”屏幕的外观：

5. 要设置要预填充页面的表列，请单击 “选择字段”，然后选择相关字段名称。

6. 选择设置列，然后选择添加。

新页面将添加到页面列表中，可以进行自定义。

添加活动通知

为要发送到客户端应用程序的事件创建触发器，例如新的 PTO请求或记录已更改的通知。从模板类型中选择，然后在构
建器中自定义事件。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要向其添加事件的微应用。

2. 选择页面底部的 “创建新通知”。

3. 给通知起个名字。

4.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所需的触发器和通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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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记录‑创建新记录时发送通知。
• 已更改记录
• 匹配记录
• 删除记录
• 定期报告
• 定期通知（用户操作）
• 日期提醒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 “新建通知”屏幕的外观：

5. 验证数据源并选择数据表。

6. 选择添加。

新通知将添加到 “通知”列表中，随时可以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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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有关自定义页面和通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页面生成器组件和构建事件通知。

管理订阅

管理微应用订阅者，为组织内的特定用户和用户组启用微应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分配订阅者。

为使用HTTP连接器构建的自定义集成创建新的微应用

December 1, 2021

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为自定义集成手动添加数据库连接，然后添加微应用并使用微应用构建器从头开始创建微应用。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根据需要添加实体。
2. 添加微应用。
3. 添加页面或通知或同时添加两者。
4.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5. 管理访问权限。
6. 管理订阅。

添加实体

由于添加了此集成，因此需要添加所有必需的实体。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数据库表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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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添加微应用

从开箱即用的微应用中进行选择，或从头开始创建微应用。添加新的微应用后，它将显示在集成页面上的相关集成下。

在开始之前，请确保已验证或添加必需的表格实体。

1. 在集成页面中，选择要向其添加微应用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添加微应用。

3. 选择开箱即用的微应用之一，或者选择空白模板，根据业务需求构建自己的微应用。

添加空白微应用后，它将显示在集成页面上的相关集成下。

4. 返回集成页面，然后从集成下的列表中选择 B lank Microapp。

此时将打开 “属性”页。

5. 给它一个适当的名称和描述。

6. 选择微应用图标，然后从菜单中选择适当的图标。您可以从中选择应用程序图标、操作和通知图标以及微应用和
数据图标。

您已准备好添加页面或通知。

添加新页面和通知

准备好微应用并准备好数据库实体后，您需要创建操作页面或通知，或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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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操作页

为此微应用添加操作页面。从起始模板中进行选择，然后在构建器中自定义页面。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要向其添加页面的微应用。

2. 选择页面，然后选择添加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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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页面起个名字。

4. 为页面选择一个起始模板：

• 详细信息
• 表格
• 表
• 静态内容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 “新页面”屏幕的外观：

5. 要设置要预填充页面的表列，请单击 “选择字段”，然后选择相关字段名称。

6. 选择设置列，然后选择添加。

新页面将添加到页面列表中，可以进行自定义。

添加活动通知

为要发送到客户端应用程序的事件创建触发器，例如新的 PTO请求或记录已更改的通知。从模板类型中选择，然后在构
建器中自定义事件。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要向其添加事件的微应用。

2. 选择页面底部的 “创建新通知”。

3. 给通知起个名字。

4.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所需的触发器和通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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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记录‑创建新记录时发送通知。
• 已更改记录
• 匹配记录
• 删除记录
• 定期报告
• 定期通知（用户操作）
• 日期提醒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 “新建通知”屏幕的外观：

5. 验证数据源并选择数据表。

6. 选择添加。

新通知将添加到 “通知”列表中，随时可以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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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有关自定义页面和通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页面生成器组件和构建事件通知。

管理订阅

管理微应用订阅者，为组织内的特定用户和用户组启用微应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分配订阅者。

导入微应用

December 1, 2021

导入您在另一个实例中创建的微应用。然后，您可以编辑或添加页面或通知或同时添加两者。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将包含微应用的.mapp文件上传到应用程序集成。
2. 验证所需的表实体。如有必要，添加新实体。
3. 添加页面或通知或同时添加两者，或打开现有页面或通知。
4. 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5. 管理访问权限。

将包含微应用的.mapp文件上传到应用程序集成

上传新微应用后，它将显示在集成页面上的相关集成下。

1. 在集成页面中，选择要向其添加微应用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导入，选择一个以.mapp格式提供的微应用文件，然后将其拖到导入面板中。

添加导入的微应用后，它将显示在集成页面上的相关集成下。

1. 要修改微应用的详细信息，请返回集成页面，然后从集成下的列表中选择新导入的微应用。

此时将打开 “属性”页。

2. 如果需要，请更改微应用的名称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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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3. 如果需要，请选择Microapp Icon，然后从菜单中选择合适的图标。您可以从中选择应用程序图标、操作和通
知图标以及微应用和数据图标。

您已准备好验证和添加必需的表格实体。

验证所需的表格实体并在必要时添加新实体

检查现有集成以确保微应用中已存在所需的表。如果发现缺少必填表，则必须添加它。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数据
库表实体。

1. 在集成页面中，选择要向其添加微应用的集成旁边的菜单。

2. 选择编辑。

此时将打开 “表”页面，其中概述了如何将数据库划分为数据库表。

3. 要查找所需的表，请选择编辑架构，然后筛选所需的实体并确认它存在。

您已准备好自定义微应用。

添加新页面和通知

验证所需的实体后，您需要创建操作页面或通知，或同时创建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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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操作页

为此微应用添加操作页面。从起始模板中进行选择，然后在构建器中自定义页面。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要向其添加页面的微应用。

2. 选择页面，然后选择添加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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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页面起个名字。

4. 为页面选择一个起始模板：

• 详细信息
• 表格
• 表
• 静态内容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 “新页面”屏幕的外观：

5. 要设置要预填充页面的表列，请单击 “选择字段”，然后选择相关字段名称。

6. 选择设置列，然后选择添加。

新页面将添加到页面列表中，可以进行自定义。

添加活动通知

为要发送到客户端应用程序的事件创建触发器，例如新的 PTO请求或记录已更改的通知。从模板类型中选择，然后在构
建器中自定义事件。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选择要向其添加事件的微应用。

2. 选择页面底部的 “创建新通知”。

3. 给通知起个名字。

4.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所需的触发器和通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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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记录‑创建新记录时发送通知。
• 已更改记录
• 匹配记录
• 删除记录
• 定期报告
• 定期通知（用户操作）
• 日期提醒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 “新建通知”屏幕的外观：

5. 验证数据源并选择数据表。

6. 选择添加。

新通知将添加到 “通知”列表中，随时可以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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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构建器自定义页面和通知

有关自定义页面和通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页面生成器组件和构建事件通知。

管理订阅

管理微应用订阅者，为组织内的特定用户和用户组启用微应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分配订阅者。

分配订阅者

November 8, 2022

管理微应用的订阅者，以便为组织内的特定用户和用户组启用微应用页面和通知。订阅作为单个用户或组进行管理。订
阅在微应用级别进行管理，并单独分配给每个微应用。

启用管理员访问

在开始之前，请授予正确的管理员访问权限，以便向微应用添加订阅者。使用此委派权限过程可使管理员能够添加订阅
者。

1. 登录 Citrix Cloud后，从菜单中选择身份和访问管理，然后选择管理员。

控制台将显示帐户中当前的所有管理员。

2. 找到要管理的管理员，选择菜单（省略号）按钮，然后选择编辑访问权限。

3. 选择 Custom access（自定义访问权限）。

4. 确保选中以下复选框，然后选择保存：

• 在 “常规管理”下，选择 “域和库”。
• 在MicroAppsNew下，选择管理员，完全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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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对需要添加订阅者的所有管理员重复此过程。有关管理管理员（包括添加新管理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向 Citrix
Cloud帐户添加管理员。

注意：

授予域和库管理员访问权限允许管理员分配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库将用户和组分配给服务选项。

管理订阅者

现在，在组织中添加特定的用户和用户组。请记住，订阅在微应用级别进行管理，并单独分配给每个微应用。要为用户
订阅一部分功能，最好将应用程序分成多个微应用程序。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集成页面中，选择要向其添加订阅者的微应用，然后选择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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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应用

2. 在步骤 1：选择一个域下，选择要用于此微应用的域。

3. 在步骤 2：选择一个组或用户下，使用搜索来查找要订阅微应用的组或用户。选择一个或多个组或用户。

订阅者显示在以下订阅者列表中。您可以检查以确保他们的状态显示为 “已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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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取消订阅微应用程序的用户或组后，在 Citrix Workspace中生效之前，更改将有大约五分钟的延迟时间。在此
期间，用户仍然可以在 Citrix Workspace中访问这些受影响的微应用。

下一步的去向

要了解有关定义身份提供商和帐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身份和访问管理。

优化工作流

November 8, 2022

使用 Citrix Workspace简化宝贵的工作流程，利用微应用技术和当今可用的开箱即用模板。这些使用案例为员工提供
了独立于他们所使用的旧系统的一致而现代的体验，为执行重要的部门工作流提供了一种简化而有效的方式

工作区工具入门包

借助 Citrix Workspace，公司可以在任何设备上提供一致的工作体验，使员工能够在需要时快速找到所需的 IT资源。
利用工作区内新的员工敬业度和自助微应用组合，组织可以减少员工在 IT任务上花费的时间，改善 IT服务的整体员工
NPS，并与员工持续沟通和共享相关信息。

本入门包是我们为 IT管理员利用 Citrix Workspace改善员工体验提供的指南，它提供了 Citrix提供的简单工具，用
于在向员工推出Workspace时吸引员工、监控使用情况和反馈，以及衡量投资于最佳数字体验的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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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选项包括 Citrix Cloud管理员状态、Citrix DaaS自助服务应用程序、员工广播、常见问题解答和调查，以衡量参
与度、获取反馈并了解员工对 Citrix Workspace的满意度。

推荐的应用程序和集成：

• Citrix Cloud管理员状态
• Citrix DaaS自助服务
• 员工直播
• 员工问题
• 员工体验问卷调查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Workspace工具入门包。

IT自助服务

IT自助服务工作流程使员工能够在需要时快速找到所需的 IT资源。利用工作区内的这一新 IT自助微应用组合，组织可
以减少员工在 IT任务上花费的时间，改善 IT服务的整体员工 NPS，并减少 IT案例数量。

© 1999–2023 Cloud Softwa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462

https://docs.citrix.com/zh-cn/citrix-workspace/optimize-workflows/workspace-tools-starter-pack.html


微应用

此使用案例可通过Microapps服务通过我们的开箱即用模板集成获得，其中包括：

• ServiceNow集成：提交事件微应用和事件微应用
• Zendesk集成：添加票证微应用和票证微应用
• Jira：创建票证微应用和票证微应用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IT自助服务。

HR自助服务

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自己的员工战略，重新强调提供一流的员工体验，从而使业务差异化和提升。
在工作区内使用这一新的人力资源自助微应用程序组合，组织可以提高流程效率、节省时间并减少人力资源案例数量。

此使用案例可通过Microapps服务通过我们的开箱即用模板集成获得，其中包括：

• Workday集成：“创建 PTO申请”微应用和 “PTO余额”微应用
• SAP SuccessFactors：目录微应用和学习微应用
• Kronos Workforce Central：请求休假微应用和我的应计余额微应用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HR自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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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生产力

您的销售团队对您的组织至关重要。使他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推动业务发展，减少跨多个系统搜索信息和输入笔记的时
间。通过在工作区中使用新的 “销售生产力”微应用，组织可以通过更深入的客户洞察来缩短完成交易时间，提高销售例
外和流程延迟的可见性，并减少花在管理任务上的时间简化潜在客户创建、机会转换和任务管理等工作流程。

此使用案例可通过Microapps服务通过我们的开箱即用模板集成获得，其中包括：

• Salesforce集成：创建潜在客户、创建联系人、创建合同、创建机会、创建任务、合同和机会微应用
• MS Dynamics CRM集成：创建潜在客户、创建联系人、创建机会、创建任务和商机微应用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销售效率。

员工幸福

提供一个将幸福感融入人们喜欢的工作方式的工作空间。毫无疑问，员工可以从福祉工具中受益，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他
们管理工作日的压力和复杂性。面临的挑战是将这些工具交给员工，而无需在其待办事项清单中添加其他项目。团队可
以使用 Citrix Workspace技术通过在智能供稿中提供健康工具和资源来改善整体员工体验。

此使用案例可通过微应用服务通过我们与 Citrix Podio的开箱即用模板集成获得。可用的微应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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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微应用—自定义并向员工的智能供稿发送动态消息。
• 常见问题微应用—编制常见问题解答列表或信息表，在员工的智能供稿中进行交流和扩展。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员工福祉。

视频资源

观看以下视频，了解这些工作流程的演示：

IT自助服务微应用演示

HR自助微应用演示

销售生产力微应用演示

员工福祉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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