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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语言 

诞生之初 

现在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数字化深入人心，深入生活。 

软件项目做的多了，我们发现很少有仅用一种编程语言就能完全满足一整个软件项目。 

比如现在的一些行业应用，有网页或 web端、客户端、服务端、数据库、手机端。在这

种多端的行业应用面前，很少或甚至不可能仅用一种编程语言。 

比如：服务端可以用 java、c# 、C++、php、go、python、...N，虽然服务端有非常多的语

言可以应用，但浏览器端只能用 javascript，数据库中也只能用 SQL(而且各家的 SQL还不

一样)，对于后两者来说，你几乎没有选择。也就是说现在大多用多门的编程语言共同去做

一个软件项目，这样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而且“面向对象”这种编程模式已经走过 55 年

了，最近的这十几年大规模的行业应用，暴露出来了很多的问题，而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站

在应用开发者的角度几乎是无解的！ 

标准、通用、高效，面向身份 

1、站在项目的角度(项目的通用之痛): 

A、你也总会碰到一种编程语言转另外的一种编程语言，客户给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什

么都有，比如：我们的管理员只熟悉某语言、我们购买了某语言的正版授权、我们现有的系

统就是用某语言做的、某语言的并发比较好... 

B、或者，你以前用 C或 java语言写过一个方法或项目，但现在你在用 javascript，

你发现，这个方法或项目你可能要重写，因为浏览器仅支持 javascript。 

再或者，想在数据库中调用这个函数，这时你也只能重写一遍。 

 

我们希望的是写一个方法，各主流编程语言都能运行，包括 SQL！ 

2、站在程序员的角度(标准之痛)： 

各编程语言都不一样，语法不一样，语义不一样，数据类型不一样，系统函数库不一样，

语言的组织方式不一样，各语言的 ide（开发环境）不一样，人性化的快捷键也不一样。 

比如定义变量： 

  int a;   //java & c# & c 

  var a = 0;  //javascript & c# 

  $a = 0;   //php 

  declare @a  int;   //msSQL 

  dim  a  As  Integer; //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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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代码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定义一个名称为 a的 int类型的变量，但在不同的语言中

要有不同的语法(不同的写法)。 

 

再比如写(定义)一个函数方法： 

 

 def a(f_value):      //python  

 

 public static int a(int f_value);   //java & c# 

 

 function a(value);    //javascript 

 

 create function [dbo].[a](@f_value int)   //msSQL 

 returns int 

 as 

 begin 

  // 

 end; 

  

 public sub a( f_value as integer)   //VB 

 end sub 

 

以上代码的语义基本也是一样的，就是定义一个名称为 a的方法，但是在不同的编程语言中

却有不同的语法（写法），而且要引用不同函数库，函数库里的成员位置不一样，名字也不

一样，实现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内置，有的预定义;就如一个人进了一个新的环境，周围都

是陌生的面孔，仅仅光让人熟悉这些大同小异的函数库就要好一阵子时间，这都是学习成本。 

  

现在的行业应用常态是多门编程语言共同完成一个软件项目，语言与语言之间切换起来

麻烦，对于一个项目分工不是很细的项目来说，你总有需求让一个人负责多门编程语言的工

作，如：一个人即写 java也写 javascrip还写 SQL。 

 

我们希望的是在一个高度统一的开发环境中，不同的编程语言，但函数库

一致，方法的位置出处一致，语法一致，语义一致。ide 的开发环境一致，连快

捷键也一致，这样我们写代码时就不用考虑语言的问题了，会将更多的精力用

于业务逻辑上去。 

 

3、站在编程模式的角度(面向对象之痛)  

Simula 1967年加入 class面向对象的概念算起，“面向对象”编程模式已经走过半个

多世纪（55年）了，可以用老态龙钟、疲态尽显！我们在这最近的十几年的软件开发过程

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如下： 

A、各行业的数字化应用，大多来源于现实的世界，数字化应用中的对象，也大多来源

于现实世界里的“人、事、物、...”，现实世界中的“人、事、物”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

但在面向对象编程中，没有发现“关系或联系”这一数据类型。而这种关联性要各编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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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员自行处理，而这就导致工作步骤繁多，且易出错，而且现在也流行“全栈”程序员。

各端数据之间也大多都是有联系的，但我们没有在现行主流的编程语言中看到跨端联系的数

据类型，或者“机制”，所有的这一切都要由各端的程序员手动自行处理，这种事情不难，

但却巨多巨麻烦！   

B、明确与不明确编程，面向对象中的成员是明确的，有几个属性、几个方法、几个枚

举，清清楚楚。但在面向身份中却有三个不明确：“这个成员在哪里不明确”、“这个成员

是什么类型可以不明确”、“这个成员叫什么名字”也可以不明确。在现实中，很多时候我

们处理一些问题是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名字的,大多数时候可能你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比如：

学校里，老师（数学老师、语文老师......），学生、校长;在公司里：经理，财务、会计，

主管;因为每家学校或公司中的职务角色虽然一样，但这个职务角色中的人大多都不一样的

(每个学校都有数学老师，但每个学校的数学老师是由不同的人来担任)，但现实中这种不知

道并不会影响我们处理事物，如果写程序也用名字“张三”这样的实名来代替数学老师，你

随后就发现每家学校里的数学老师名字都不一样，这样如果你做的项目多的话，你的程序可

能要不停地改名，从而不停的写一些重复性的代码。而面向身份中用“身份、角色、构件、

引用”来代替名称，喜欢“角色扮演”类游戏的玩家可能会对此更加熟悉，面向身份编程只

关心“共性”，至于个性，则交由配置去解决。或者也可以这样说，“面向对象”把一切都

明确了，这样的明确也影响了代码的复用性。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老程序员可能会深有体会，

工作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写一些重复性的代码。 

 

我们希望的是要利用好这些相关（联系或关系）信息，并且全栈（多端）的去利用，

比如：方法的跨端调用;SQL可以不用双引号在 ide中直接写;返回的结果也可以直接利用;

用“关系”语句就可以直接赋值、比较，用同一个身份可以配置出不同的业务应用... 

 

拜语言设计 

拜语言的设计以“标准、通用”为最高的指导方针，以“高效”为目标，以“面向身份”

为编程理念，且会对现行主流（10 门，会按先后顺序依次实现）的编程语言实现转译，只

要你用拜语言写出的代码，我们将会让你的代码翻译成 10 种主流的编程语言，做到一次编

写所有主流的编程语言都能运行。 

拜语言的高效是通过代码的高度复用来实现的，只因代码逻辑是不能省略的，或许您可

以通过一些编码方式(封装)少写一些代码，也可以通过完美的设计简化您的代码，也可以写

一套框架或一套低码或无码系统出来，以特定的机制来处理某些特定的问题，但不管您怎么

做,也改变不了逻辑是不能省略的这个事实,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逻辑要么由用户写，要么

你帮用户来写，要么你提供一种机制来帮用户写，这也就意味着，要想提高开发效率只能在

代码的复用性上努力，如果不是建立在代码的复用性上的高效，那么其一定是不灵活的、有

边界的，用户只需要再提一点超出预期的需求就有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重构。 

拜语言提倡代码一生只写一份，不管未来的编程语言如何风云变幻，哪一门编程语言重新流

行或新的编程语言面世，拜语言会尽快研发出针对该“新编程语言”的转译器，让你的逻辑

代码无缝迁移到该“新的编程语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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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语言是跨编程语言的，可以转译成您希望的其他计算机“编程语言” 

跨语言主要是解决现实项目中同一个项目用不同的编程语言之间相互调用，比如 a 系统

是 c++写的，b 系统是 java 写的，c 系统又是 delphi 写的，再或者数据库的函数是用 MS SQL 

Server，但客户让用 Oracle 或 MySQL，或指定某一个数据库；你总有需求让他们之间互相调

用，或一种语言转另一种语言，相互跨语言调用性能暂且不说，语言与语言之间调用起来就

无比麻烦，用拜语言可以轻松解决这些问题。 

一体化编程(跨端) 

拜语言是跨端的，前端:客户端、浏览端；后端：服务端、数据库；跨端是一个新词，

打个比方，以跨系统的 java 语言为例，您用 java 写一个方法，您可以在 java 的服务端中去

调用、在 java 的客户端去调用，但是却没有办法在浏览器中去调用，在数据库(ms sql server、

mySql、oracle)中去调用，但拜语言可以的，也就是说您可以用拜语言写 winform 客户端、

浏览器端、服务端、数据库中的函数；方法写出来后到处可以调用，但前提是您要遵守拜语

言的场景规则。 

拜语言不仅编码是在同一个项目，同一个地方，而且就连“实例”都是“一样”的，就

好像同一个人走到了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一些变化(多一件裤子、少一条围巾)，但这个人依

旧不变！ 

结构化编程(面向身份) 

面向身份编程倡导结构化编程，与业务无关，比如：主表身份、从表身份、明细表身份、中

间表身份......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传统的一套做医疗的框架如：his框架去做制造行业的 mes 系统，基本

没什么用。但是拜语言的框架是可以跨行业应用的(除了个别行业特性外)，理由就是拜语言

是基于结构的，跟业务无关，至于业务则大多通过配置来解决。 

与其他编程语言的区别 

拜语言是世界上第一门 DT 语言，即用数据化（库与表）来表示一门编程语言。 

传统的编程语言是用一个文件中的一个对象表示、对象中的属性、事件、方法、等成员

全部都以特定的格式放在当前对象中,而拜语言则是用“库与表”来表示所有的数据类型，

即:用一张 object 表来表示对象，并把当前库中所有的对象(object)全部放入 object 表中，对

象内部的属性(property)成员则全部放入“object.property”表中，对象内部的方法(method)

则全部放入方法表（object.method）中，对象内部的事件（event）成员则全部放入

“object.event”表中，其中各表的关系则用对象名称来进行关联。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类型如：身份(identity)则同理放入 identity 表中，identity 中的

成员也依次放入各相关表中，也同样用身份的名称进行关联。  

 

至于具体的库与表用怎样的格式来表示的，请看拜语言的 by & byDemo & dataDB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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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其中有详细的用法示例。 

面向用户群 

拜语言面向三个维度的用户群：专业程序员、实施人员、美工人员；专业程序员可以用拜语

言写出高度复用的身份类型或系统，实施人员可以使用专业程序员写出的身份类型，配置出

自己相要的软件系统，美工人员可以对软件的界面(dress)进行美化。 

编码格式 UTF-8 

拜语言统一使用 UTF-8 编码格式，如果你使用了第三方的文件，请保持与拜语言编码格式

一致。 

 

IDE 运行环境 

Windows 平台   

.NET Framework 4.5  

语法特征 

就如同一辆汽车，离合一定是在左脚上，油门及刹车也一定会在右脚上，传承主流编程

语言的语法特征(面向对象部分)，会让其他主流编程语言的程序员们轻松上手，其他编程语

言的程序员们的老习惯的，拜语言会全力的尊重或鼎力的支持，让您从其他语言转到拜语言

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成本。 

比如：在拜语言的 ide中，在显示语法提示的时候按两下 Tab自动插入代码片段，如果

枚举表达式中按空格会自动提示等，当然如果你有用的不爽的地方或想加入一些新的人性化

的功能，也可以联系我们。 

分层 

三层设计，双语法树，双节点。 

第一层：基础化数据结构即“库与表”。 

第二层：对象层“object”，即传统面向对象部分。 

第三层：身份层“identity”，即拜语言特有的身份部分。 

其中各层除可以自身访问外，object 层只能访问自身层及向下第一层(基础化数据结构)，

不能访问 identity 层，身份层 identity 则可以访问所有层，为最高级。也就是说您在面向对

象中的方法中写东西的时候，是没办法使用 identity 中的成员及 identity 中的类型及语法特

性的，如下图： 



拜语言教程                                                     www.baiyuyan.com   

 7 

 
注意：dialog 实现是以内部类的方式实现的，实例格式为“身份实例.new dialogLogin();”，

而非传统的 new 身份实例. dialogLogin();，这一点需格外注意，拜语言的官方示例库中有详

细的示例。 

双节点复合类型 

复合类型不是传统编程语言中的“元组”，复合类型与“元组”类型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有多

个参数，但两者却皆然不同，拜语言的复合类型仅有两个类型，一个是面向对象的类型，还

有一个是面向身份的类型，在定义时可以明确对象类型，身份类型可以用一个大写的“I”

来表示，中间用波浪线来连接“~”，实例时可以动态指定一个身份实例，但是有一些特定

的约束，如： 

1、object.table 对象，您只能复合身份项的 table 及其派生身份才可以。 

2、对象类型必须是一个引用类型才可以复合，如果是一个值类型就不可以复合，只所

以这样规定，因为值类型每次传递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实例项，但身份项不会在每次传递时也

一样产生一个新的实例，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在兼顾性能的情况下实现对值类型的复合，所

以值类型不能复合(值类型即用“struct”修饰的类型，引用类型为“class”修饰的类型)。 

3、“string”类型不支持复合，string 虽是一个引用类型，但是却是一个特殊的引用类

型，且经过了优化，拜语言同样不支持复合。 

4、复合类型可以在新实例时仅仅实例对象部分的信息，即可以单用，也可以复合来用。 

 

复合类型的定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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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例化如下图: 

 

可作为参数在方法之间传递，如下图： 

 
 

访问方式 

拜语言同时存在多棵语法树，这时候就会存在，有一个叫张三的表，也有一个叫张三的

对象，同时也有一个叫张三的身份，哪么请问你要找哪一个张三？ 这在传统的编程语言中

是不存在的，因为目前为止所有市面上我们能见到的编程语言只有一棵语法树。 

 为了区分在不同语法树上的成员，拜语言提供以下访问方式： 

：identity name： //访问身份为 name的身份 

object.:identity: //访问一个对象上的唯一身份 

:table  name:.：identity：.function(); // 先访问表，再访问该表中所配置的身份，

再访问该身份下的技能方法 

:identity this:.to     //访问最终配置的对象或身份 

:new identity:.     //访问身份新实例 

:new identity:.:表名:     //匿名表身份新实例的访问方式 

:new identity:.身份新实例名   //身份新实例的访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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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dialog.method 中访问身份要通过 “:identity this:” 来访问当前会话的身份。 

identity.skill 中访问身份可直接通过 this 来访问，注意：在 identity.skill 中以“:identity this:”

来访问身份是不支持的。 

object.method 中不支持对身份的访问，因为 object 是在语法树的最底层，不支持向上访问。  

 

语法提示 

一般在所在的方法(ide 中)，或者所在的单元格上，按 ctrl + j ，会有语法提示，但前提是当

前没有语法错误的前提下。 

 参数：支持按空格提示枚举。 

代码补全 

拜语言的 ide 提供了代码块补全功能，如： 

for 或 while 或 foreach，连按两下 tab 键会自动生成代码块。 

 

两下 tab 键会自动生成如下代码块： 

 

alt+Enter 会给出常用的一些快捷操作，如生成代码块，变量改名，等，如： 

在一个数据表的表名上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快速操作和重构”或者按

alt+Enter 快捷键。 

 

点击弹出的小菜单“添加配置表”，后可快速自动生成配置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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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配置表后，自动生成配置信息。 

在一个空行下面，按“{”会自动的给出上一行数据的提示。 

按 ctrl + B 可复制上一行数据，并产生一个新行。 

 

调用第三方编程语言 

拜语言提供了调用第三方编程语言的功能，代码与拜语言的格式是一样的，也是在拜语言的

库中定义，仅用一个关键词“external”来修饰，在 object 表中的 modifiers 列中标识出来就

可以了，可以按 ctrl + j，ide 会给出提示，当前版本 v0.52 仅支持调用第三方编程语言，不

支持第三访编程语言调用拜语言！ 

外部调用仅支持基础的类型，即 by 库中的 “char、byte、short、int、 long、 float、 double、 

decimal 、string、datetime”，类型及数组与列表(包括泛型列表)。 

更复杂的对象类型调用，或第三方编程语言调用拜语言，则有可能在下一版本中支持！ 

C#调用 

在对应的对象或身份记录上的列“modifiers”单元格上，按 ctrl+j，如下图： 

 

 

填入关键词 external 后，在这个 external 关键词上鼠标右键单击，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快

速操作和重构”项，也可以直接按快捷键“Alt+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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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弹出的界面依次选择“外部导入”=> “CSharp” 或 “JavaScript”项，java 项在当

前版本（v0.52）不支持！ 

 

在随后弹出的对话窗体中，点击浏览，选择对应的 c#语言的类库文件（*.dll），随后拜语

言 ide 会自动根据当前 dll 文件名，自动生成下方限定名称，即当前导入的 dll 文件中的命名

空间及类名，拜语言默认当前 dll 文件名（不包括扩展名）+当前拜语言库中所操作的记录行

的名称，即当前操作的拜语言对象或身份行，当然也可以随意修改名称，但前提是拜语言会

根据你设定的参数去当前这个 dll 中去调用对应的方法，所以不管怎么设，类或方法一定是

在对应的 dll 中是存在的是，如下图: 

 

在用户点击保存按钮后，则拜语言 ide 会在对应的库下生成一个 external 的文件夹，把选中

的 dll 拷贝到这个 external 文件夹下，并且放入对应的文件夹下，且同时生成一个 import.xml

文件记录你操作的当前拜语言对象或身份与第三方调用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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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语言生成的 import.xml 文件格式内容如下： 

 

 

可以在方法表中定义方法，调用起来则与一般拜语言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转译过程中，

这些方法由拜语言的转译器指向到对应的 dll 中去。 

 下图即为外部调用的方法示例： 

 

当然最终的就是你用 c#写的类库都是存在的且可以访问的，如下图 vs 中的 byExternal 项目： 



拜语言教程                                                     www.baiyuyan.com   

 13 

 

 

javascript 调用 

如下图的 log 日志对象类为例说明用法，如下图： 

 
log 的方法成员如下图： 

 

 

js 没有重载的概念，但可以通过 arguments.length 的参数数量判断用户输入了几个参数，当

然也可以通过，指定 js 中方法的参数是不是为 NULL 为判断用户输入了几个参数再决定调对

应的方法，如以下 js 实现重载的方法： 
//javascript 测试重载 

function oo(a,b,c)  

{ 

 if(a==null && b == null && c == null)  

 { 

  alert('说明用户调用的是: oo();'); 

 } 

 else if(b == null && c == 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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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rt('说明用户调用的是: oo(a);'); 

 }   

 else if( c == null)  

 { 

  alert('说明用户调用的是: oo(a,b);'); 

 }   

 else 

 { 

  alert('说明用户调用的是: oo(a,b,c);'); 

 } 

} 

oo(‘参数测试’); //此处录入一个参数过行测试 

 

js 的外部调用必须要挂在 js 的 window 对象下，只要不与系统中其他对象重名即可，拜语言

官方提供的库 byDemo 库中有完整的调用示例，如 byDemo.object.log 对象的 js 外部调用示

例，如下图： 

 
 

最终生成的 import.xml 文件格式内容如下： 

 

最终的文件组织方式在 ide 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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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要推出“拜语言” 

 

每一款编程语言的面世，大多都解决了当时在编程领域的一些问题，如：java 跨平台、

GO 的并发......，但我们认为解决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那就是“效率”，如

果不谈效率，你完全可以用 C 语言去写任何的软件，反正你要的任何功能 C 语言肯定都能

实现; 你也可以用汇编语言去写跨平台软件，只不过要多写一些，麻烦一些而已，但肯定能

做。 

促使我们设计拜语言的初衷就是现在的编程语言在有些项目中不好用，比如在管理软件

的开发中就不好用，从而“效率”太低，这不只是我们的观点，也是行业的共识，你看现在

仅仅在中国就有上千家的“低代码或无代码平台”，他们与我们一样，也都是在尝试解决现

在的编程语言的“低效”问题！ 

拜语言用了一些全新的设计且加入了一些全新的数据类型，如：在表现格式上用“库与

表”进行了实现；在数据类型上引入了“身份(identity)”、关系、场景(scenes)、ORM、集

成 SQL、数据源（source）、数据流（flow）、manager(多个动态的 dialog).....; 

在语法结构上采用双语法树、双节点。 

在编程模式上采用了“面向身份”。 

 

这些新的设计及新的数据类型也同样是为了“效率”，就是在管理软件领域或有数据库

的软件或有前后端的软件项目中，用拜语言要比传统的编程语言快，快多少呢？“10倍”! 

这是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有的项目里可能没有 10倍，有的项目里可能有 10倍+，但具体能

有多少效率的提高，欢迎各位程序员用实际的项目来验证！ 

 

研发始末 

前世与今生 

国内的管理软件或者是行业数字化是从 2005年左右开始的，再早之前计算机的硬件不

管是内存还是硬盘，都是以 M来算的，这跟今天硬盘动则以 T来计算是不可比的，这么小的

容量在硬件方面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行业应用，而且 3G的开通也是 2008年以后的事情了，

但自从 2008年 3G开通以后，中国各行各业的行业数字化管理软件迎来了“井喷”式的发

展，比较著名的事件是 12306售票网站的开通，之后买火车票再也不用通宵排队了。如果凑

一个整数的话，2010 年是管理软件的分水岭，也得益于计算机硬件的发展，在摩尔定律的

指引下，计算机硬件终于站上了 G时代，这时候我们买电脑内存一般都是 1个 G还是 2个 G，

硬盘也同样是是多少个 G。 

 随着计算机硬件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好，网速也越来越快，行业的数字化需求也越来越迫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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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程序员基本都去到软件公司做管理软件了，因为好找工作，也可以说是有人愿意

出钱买，作为一个程序员在当时几乎没有太多的选择，2005年我们去到一家通信公司做“电

信业务综合管理系统”，大大小小的有几十个子系统，有几百张表，第一次做有这么多张表

的系统，做的让人崩溃，系统不难，但这些表与表之间的关系却让人挠头，在我们做出来一

个“号线管理系统”之后，我们不无得意的去到客户哪里（一家二线城市的国家电网），因

为要对我们做的系统进行安装，要实施（需要用户提供数据），结果他们的管理员以不知道

我们要什么数据为由，给了我们 1000多张表的数据，那可是 2005年的 1000多张数据表，

面对没有任何说明的 1000多张数据表的数据我们差点疯掉，我们想他们的管理员也可能因

为难找，才统统都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找，因为保密的原因又不让我接触他们的系统，我们

又没法跟踪调试，或者反编译，......。一年之后我们又接触到了一个医疗行业的物资管理

系统，是二次开发，跟之前差不多，有 500多张表。这 500多张表还好，因为文档比较齐全，

每一张表的字段及说明都有，一边看文档一边开发，我们还是感觉麻烦，但即便如此要搞清

楚这几百张表之间的关系也是一项巨大的考验，这些我们只能说还好，更让人崩溃的是客户，

那永无止境的需求，今天这里加点，明天哪里再加一点，比如说用户说这里你帮我们加一项，

在入库，出库等一连串业务上帮我们都带出来，有时候改一点然后就是大面积的报错，然后

返回再改……。 

 之后几年里我们陆续又接触到一些项目，基本上大多数也是管理软件，也许是同事之间

的互相防范，有的同事不愿意给你说明他们创建的数据模型，有的公司干脆都没有文档，都

是在各个程序员的脑子里了，如果需要你一个个地去猜吧。 

 接触的项目多了，就产生了一些想法，如何才能让一个数据模型让任意一个人在不问任

何人的情况下都能轻松看明白呢？因为你看看哪 1000多张表，这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需要多人合作协同，项目组的成员是流动的，来来去去都正常。  

如何快速的应对客户提出的需求？客户经常让我们做一些单子，审批单，功能差不多，

增删改加审批流。面对着每天翻来覆去的写一些差不多的重复性代码，我们在想一个问题，

能不能搞一个通用的系统，需要的话，让用户配一下就 OK，不用去写程序！有这样的想法

以后，我们能想到的就是框架，这也是大多数程序员首先能想到的，但是当我们在脑海中把

我们做过的项目一一往这个框架上套的时候，我们发现实现一个行业中的一部分场景应用是

可以的，但如果延伸到其他的行业就不行，也就是框架不能跨行业应用，在当时我们已经有

好几个行业的开发或服务经验了，如果想让你的系统跨行业应用，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用“编程语言”，编程语言可以做到框架做不到的“灵活性”，当然编程语言也是解

决复杂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 

 

艰难起步 

 

随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召唤，数字化的应用与“数字化转型”也越来越普及，做的项目

五花八门，今天的数字化应用的规模已经与十几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行业数字化应

用，据说一万张表平平常常，一套 hr系统就有大几千张表，而且业务不是孤立的，这些表

与表之间也是有关系的，有联系的，而且在表之上还要架构业务逻辑，这种行业应用的复杂

度早已经超出人脑所能处理的极限了，别忘了人活 100岁才 3万多天，所以一些大型的数字

化应用，在上之前感觉很迫切，上了之后又感觉太难用，不管再怎么调整，花再多时间，都

如深陷沥青湖，有深深无助感，但项目还得做，重复的代码也在不停地写，时间长了，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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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编程语言来解决我们这十几年在工作场景中所遇到的困境的想法越来越强列，2015年

我们开始专心从事拜语言的研发。 

决定做一门编程语言之后，即开始需求的梳理，首先对现有语言的不满是清楚的，要实

现什么样的功能，及现有编程语言的不足也明白，但是如何实现这门语言，是模糊的、手足

无措的，也可以说是我们没有对编程语言工程化的实际经验，就好像一位美食家，对人家做

的菜品头论足，俨然以“专家”自居，但真要让他亲自做一道菜品出来，那完全是两码事。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比如说“小苹果”这首歌曲，很简单，学上几

遍也就会唱了，这是给人的感觉，但是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作曲”与“填词”的过程，就是

自己动手写一首歌出来，旋律优美，配合贴切的歌词，新颖，并且要广泛流行，其难度可自

行体会...... 

一道美食如果是食客没有吃过的，很大的可能因尝鲜而火爆，一首歌曲也可以因为新奇

而广泛流行，而作曲的难度性不会太高，即你只要达到前者的程度就可以了，在“节奏、旋

律、歌词、新颖...”方面没有要求一定要比原歌曲好听十倍，但一门编程语言则较前两者

要有更大的挑战，即你得要实用，而且对“实用”的要求非常高，要高到一定要形成“代”

差，如果跟以前一个样，那就别做了，你去山寨一个免费的东西，你又怎么推广呢？你是准

备倒贴钱让用户去用吗？一定要比传统编程语言要好用，而且“效率”要至少要有一个数量

级的提升，即“十倍”的开发效率，否则这门编程语言的结局一定是“冰凉”的。 

认真且努力的搜索我们过往的项目经验，也经过不断的尝试、重构，最终确定为“DT”

即“数据”语言，理由只有一个，现在是一个数据时代，理应有一门“数据化编程语言”，

便于存储、传输、分析、机器挖掘...... 

全世界没得抄 

“DT”这一概念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了，但在编程语言领域中，还是很

新颖的，这也带来了一个后果，全世界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甚至连一篇论文都没有，导致项

目组一众小兄弟对我们意见很大，因这一“首创”导致他们没办法“搬砖”、网上也没有可

以参考的开源项目代码可以借鉴，变相加大了这门语言工程化的难度，用小兄弟们的原话: 

“真是为其绞尽脑汁”！。 

 

 

把项目中的文档与实际的项目合并起来 

以前做软件项目总是用以“PowerDesigner”为代表的数据库设计软件，设计表结构、

说明等信息，然后再用一些 orm 工具生成实体类，之后再在其之上构建业务逻辑代码。 

一般文档的设计者与业务逻辑的构建者都是两个人，有人做设计，有人做开发，先不说

好坏，起码是有文档的，好过没有！ 

但程序员在做开发时，都会一边看文档或者一边查文档一边写代码，因为设计文档与业

务逻辑代码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就导致设计文档与实际的数据库中的表、表之上构件的业务

逻辑代码不一样，你说以哪一个为准？也就是说总有一个是错的，大多数时候设计文档是错

的，在我们看来这是不正常的，起因可能是程序员发现的设计文档的错误，或者为了满足客

户的要求修改的程序，但设计文档没有改，这就导致两边不一样；我们写的代码还要在外边

再维护一份文档，在我们看来不但麻烦不说，而且又是多出来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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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语言的做法是，把设计文档与实际的表进行了合并，你可以直接建表、修改表，只有

一份，详尽的说明与强类型为核心的语法体系，不但让数据模型清清楚楚，你想故意把一个

表中的字段写错都不行，拜语言的 ide 会提示出来让你修改，而且足够简洁，再也不用在代

码的外面再维护一份与直接的逻辑代码没有一点关系的文档!  

而且这种强类型“表”则可以在拜语言的全局中直接访问，而且提示、详细的说明、有

多少个外部引用这些都是全局的，也就是说拜语言的“表”即是文档也是实体类，还是最终

sql数据库中的表! 

尽量少用人脑 

只要是能用电脑的，则尽量用电脑，能少用人脑的则尽量少用人脑！ 

这是我们的观点，理由是现在的项目越来越大，动不动上千张表，表与表之间存在关系，

表上层还架构着逻辑，逻辑之上还有 UI界面。这么多这么大的东西，如果你让我来改，我

记不住，因为改一点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报错，也可能会引起一些意外的问题，还有可能导

致用户发现的新的问题找上门来，排查了一遍发现原来对系统的修改没有考虑到其他系统的

调用，这个问题算谁的，我们只负责当前系统的，其他系统的我们怎么知道，有时候看似没

用的代码都不能动的，造成这样的本质的原因就是这一切都是在程序员的脑子里的，而不是

电脑里的！  

 

为了让电脑帮我们记住更多的东西，我们经过 N次的尝试、推到、重构，最终为大家带

来了一些全新的数据类型及语法；带来的好处是:我们在全局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引用了或

使用了，或可以在 IDE(开发环境)中为你提示出来，有多少成员，有没有写错，存不存在，

在你修改一个点时联动修改相关项，或提示你修改相关项，就是让电脑通过“强数据类型与

语法”把原来在程序员脑子里的或是文档中的内容统统管理起来。 

 

对数据表强类型化 

拜语言中的“biao”表数据类型，是对传统管理软件项目中，文档部分、数据库中

的表部分、业务逻辑中的 ORM部分合并为一个数据类型。带来的好处是“简洁”，再也

不用同样的工作要干几遍，在新建与修改的时候也方便，可以直接上手写代码，再也不

用去看文档了！ 

表中的行即是一个个的“实体类”，您可以在全局中直接访问，省去了传统修改时

再通过一些第三方的代码生成工具重新生成特定的 orm实体类的麻烦！ 

 

开始 

在您正式开始正始阅读本教程时，先了解一些基本知识。 

by 库，为拜语言官方类型定义基础库，包括：基础类库（面向对象部分，包括枚举）、

基础身份库（面向身份部分），其中文件名即表名，但这是一个规范，没有硬性的约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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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语言官方的 ide打开一个文件时，其中，中括号“[]”内显示的为库“ku”名，其他为文

件名，如下图： 

 

一个库一个文件夹，并且库名就是文件夹名，程序员可以定义自己的库，但 by库为拜

语言官方库，禁止自行更改，如您因需要做出的修改，需提交到拜语言官方网站，由 by语

言统一更新。拜语言项目文件夹的组织形式，by 库为系统库，不能放入普通的项目目录中，

要独立出来，拜语言 ide提供了设定 by库的图形界面，如： 

 

 

其他库要放在一个目录下，并且指定其上级目录为解决方案目录文件夹，如：

 

 

 

拜语言的 ide启动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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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SQL(sql 强类型) 

 

在传统的编程语言中 sql 语句必须是“作为字符串”要在双引号之间，并且要嵌入到特定

的接口、或特定的定向方法中去执行的，如:  

  

这是当今主流的编程语言的做法。 

拜语言已经把表强类型化了，故而 sql 也进行了强类型化，您可以直接写 sql 语句，且不

用双引号引起来，带来的好处就是语法提示、有详尽的字段说明、列说明、列的类型参数，并且

返回的类型也是以列表形式的“实体行”类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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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直接在其之上构建你的业务逻辑，如下图： 

 

并且拜语言的 SQL 是支持大多数常用查询的，如下图： 

 

其中 中括号“[]”中的 config select 为配置项，表示你可以在当前的选择范围“a.+”的基础上

再加一些你认为有用的字段，这些字段会一起提交到数据库，把值取出来。详细配置请参考本文档的

配置部分。 

 

SQL 语句的支持范围 

拜语言的 SQL 仅支持用 data关键词修饰的表，如: “data biao employees "职员信息表"”， 

对于用 const 或 system 等修饰的表则不支持 SQL 增删改查语句，如：“const biao catalog”等。 

如果是常量表则可能直接通过“this.to.rows”获取全部的行信息。 

拜语言中的 SQL 与传统 SQL 的区别 

拜语言中的 SQL 支持以身份作为表源项查询如： 

//以下 SQL是在 system biao identity.dialog.method "身份窗体方法表"中写出来的 

select [config select],a.+ from :identity this: a  where a ~== this.mQueryArea order by a.iNO desc limit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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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dentity this:”表示当前表身份，这里仅支持表级的身份，因为表级的身份最终会配置到一张

数据表上，所以表身份就可以认为是一张数据表。 

“a.+”其中 a 表示表身份的别名，+表示全部的当前字段级的构件，不包括基身份的构件，如果是

a.*则与传统 SQL 是一样的，表示当前表身份所对应的数据表中所有的字段信息。注意+号是不支持单

用的，即前面必须是表身份的别名即： a.+或 b.+或 c.+等，如果直接用“+”号是不合法的。 

在传统的 SQL 语句中 “字符串”必须是单引号括起来的如：’字符串长常量’，但在拜语言的 SQL

中字符串常量必须用双引号括起来，必须写成如：”字符串长常量”才是合法的。 

拜语言中的 SQL 类型的运算符“等于”要与拜语言的等于运算符保持一致，即要写成 “==”,

其他运算符也要保持与拜语言中的运算符一致，如：sql中的“or”改用拜语言的“||”、“and”

改用拜语言中的“&&”。我们只所以没有采用传统 sql中的运算符，主要是“标准、通用”的考量，

不喜欢业务系统一套，SQL 中又是一套，而且各 sql 厂商的也都不一样，麻烦不说，容易混淆而且又

增加记忆负担，既然都是一样的语意就应该统一，这一标准对于 sql 语言比较熟悉的用户可能不太友

好，必竟写习惯了“= 、or、and”等符号忽然间要写成“==、||、&&”等符号，但我们相信习惯后

你会喜欢的，这即是“标准、通用”为核心指导思想下的产物！ 

 

SQL 分页 limit  

limit beginIndex,total 

limit 提供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beginIndex，表示从第几行开始取值; 

第二个参数 total，表示一共要取多少行 

如果第一个参数 beginIndex 为 0，则可以省略这第一个参数。也就是说只需要第二个参数即可，如

下： 

select * from :identity this: e order by e.id desc limit 0,100; 

select * from :identity this: e order by e.id desc limit 100; 

 

以上两行 sql 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取前 100 条记录，因为默认是从 0 开始，所以这第一个参数 0 就可

以省略。 

 以下 SQL 就是从第 300 行开始取之后的 100 行记录。 

select * from :identity this: e order by e.id desc limit 300,100; 

 

注意： 

1、 limit 必须要放在整个 SQL 语句的最后面，即使 order by 排序语句也不例外。 

2、 limit 目前仅支持放在整个 SQL 的最外面，对于内嵌查询 limit 当前版本 V0.52 暂不支持。 

 

group by having 

支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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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tmpList = select e.iName from :new identity:.sys.rEmployees e group by e.iName  having count(e.iNO) > 1; 

 

统计函数 

max、min、avg、count、sum 用法与传统 SQL 一致。 

多表连合查询 

left join 、right join、inner join  

关系运算 

~==、~in，这部分请参考本文档的【关系“~运算符”】部分。 

 

注意事项  

拜语言中的表结构要与最终数据库中的表结构完全一致 

拜语言是托管表结构的，如果你修改了数据库中表结构时要确保与拜语言的表结构是“完全一致”的，

否则会出现一些问题，且这些问题难以排查，比如修改了拜语言中设计文档的表结构，但最终的数据

库没有修改，这会导致类型转换出现问题，而且对于拜语言的初级用户来说，很难判断出具体的问题

点。 

1、 拜语言表中的字段信息由 int 类型修改为 bool 类型，或由 string 改为 int 等。 

2、 在拜语言生成的最终数据库表里，随意加入一个字段信息。 

3、 在拜语言的表结构中删除了一列而最终的数据库中没有删除掉这个列。 

以上 3 条为常见的数据表结构不一，拜语言是根据索引取值的，如果用户最终用了 a.*或 b.*这样的

取全部的 SQL 表中的记录行，拜语言中的 a.*假设是 8 个字段信息，但数据库中的信息有 7 个或 9 个

及以上，这就会导致问题，因为在同一位置的类型信息不一样，拜语言会报类型错误，但对于初级的

拜语言用户则很难找出原因;还有就是字段类型不一也会导致出现一些意外的类型错误，这些问题也

同样难以排查，使用拜语言的用户应在每次修改表结构时同时修改数据库中实际的表结构，确保两者

完全一致。 

 

手写不完整的 insert 语句与配置冲突 

举个例子，一张表有 8 个列，你在拜语言的代码中这样写： 

//:identity this:为一个身份表 

insert into :identity this:(列 1，列 2，列 3) values(列 1值，列 2值，列 3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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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这个:identity this:的最终配置表中后面的“列 4-列 8”的四个这段中只要有一个这段配

置为 notNull，则你的这条 insert SQL 会执行失败;如下图 employees.fieldInfo "字段信息配置表"： 

 

为了解决最终的用户配置的字段 notNull 会影响逻辑代码，拜语言在 ide 中配置为 notNull 时联动配

置一个默认的值，这样就不会出现用户在 insert 不完全一张表的字段时会报错的情况，因为缺失的

部分最终由数据库根据预先配置的默认值自动完成填充，此处说明就是让你明白为什么拜语言的

notNull 会跟默认值绑定联动。 

禁止 bool 类型常量 

拜语言中的 SQL、及事物中是不允许出现 常量“true、false”的，即使是一个 bool 类型也是受限

的，因为转译时语义可能有冲突;如下代码块“a.iForced”就是一个 bool 类型，如果参与表达式的

运算请先转成一个 int 后再参与 SQL 的比较运算，如以下代码块中 where 后面的 bool 类型用法示例： 

select a.* from this a where int.parse(a.iForced) == 1; 

 

 

 

specific 

在身份的 component 中的 constraint 中设定，也可以不设定，意为当前这个字段级的 component 的

对象类型必须是 specific 后面指定的类型，如果不指定则这个字段级的构件类型就为 object。 

 只所以产生这个 specific 类型，是因为拜语言是“双语法树、双节点的”，specific 设定的就

是面向对象范畴中的“数据类型”。 

specific 参与到 SQL 与行访问体系的全部，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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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定了这个 specific 则可以直接在 sql 的增删改查中、database 标注的方法中、或事物 tran

中直接访问这个 specific 设定的类型，在本文档的行操作部分有详细的介绍。 

 

 

如果是只有一项的聚合函数如：max、min、avg、count...等，则会直接返回一个继承类型的固定值，

这个固定值的类型则遵循要统计列的 specific 预设值，如果统计的列没有预设 specific，则会在 ide

上报错，或者你要把其转成一个基础的数值类型。当然 count 则可忽略 specific。 

 

sql 中的 config  

拜语言中的 sql 中的 config 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非逻辑项的问题，以前做项目时经常有用户让

我们临时加一些字段在界面上显示出来，其实这个字段仅仅是供用户显示用，最多也就是支持一下

sql的增删改查，在逻辑上没有任何用处。比如：职员表，用户让再加一个字段“身高、体重、住址、……”，

这些都是一些属性字段，不像“用户名、密码”之类会直接与验证登录等逻辑挂钩的，对于这一些后

面没有逻辑支持的属性字段，你可以通过拜语言 SQL 中的 config 项进行配置即可，一行逻辑都不用

写的，快速且没有 bug。 

通过当前 SQL 语句的配置项，你可以配置一些没有的字段，当然已经存在的字段也是可以再次配

置，但再次配置则会在 select 中查出相同的字段列，并且字段内容也是一样的情况。 

 拜语言提供了一张表“identity.config”，用于存对应的身份中用到的 config 项，这张表的主

要用处并不是声明，是为了在 ide 中快速的“拖拽”生成身份时自动生成 config 配置项，即为身份

新实例时提供可以配置 SQL的依据，如果不在“identity.config”表中声明出来身份中用到的 sql 

config 项，也不会报错，仅仅是 ide 在生成一个新的身份时，不会自动生成对应的 config 项，也就

是说，如果不在“identity.config”中声明则这个“config”是没有意义的。identity.config 表

如下图： 

 

这个配置定义出来后，要想让其有效，则必须要在身份的新实例表中进行对应的配置，如果不在身份

的新实例表“new biao identity.config”配置，则这个 SQL 中的 config 是无效的。身份的新实例

config 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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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中的 “:table department:.:identity:”则是表示一个匿名身份，就是直接在数据表上配置

的身份。 

 在上图“identity.config”中，列 belong 为身份的新实例名，name 列则为 identity.config

表中定义的 config 名称项，后面的 table 则指数据表名，后面的 flow 则为数据表下对应的数据流名

称。 

这些配置功能，可以直接手动配置，嫌麻烦可以通过拜语言 ide 中的图形化界面拖拽配置。 

 

queryArea~I "检索区"在 SQL 中特殊用法 

查询区可以看作是一个特殊的行，因为存在 SQL 的 between 语句，可能一个字段项要对应的两个录入

值。可以直接参与身份表之间的关系比较如： 

select[config select] ,a.+ from :identity this: a  where a ~== this.mQueryArea 

以上示例代码中，a 为一个表身份别名，this.mQueryArea 为一个查询区实例，只要是同一个表级身份实

例，则可以直接进行关系比较。 

 

database 场景 

在面向对象中的方法与面向身份中的技能有标注为“database”场景的功能，目前 database 场

景支持的类型是：by 库中 object 表中的基础数据类型如:int,string,double,datetime......enum，

语句为：while、switch、if else 。 

sql 查询(select)、更新(update)、删除(delete)中默认为“database”场景。 

在 object.method 表中 string 的对象中的 subString 方法中设定“database”场景，则可以在

sql 的增删改查及 sql 函数中直接调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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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定义“database”场景的方法，在 sql 中的增、删、改、查同样可以用，如上图中的 

“object.match.abs(100.22)”就没有定义，如 object 表中的 math 数学对象中的 abs 方法： 

{math, true,true, , abs, {double} ,{d} ,{"double 类型数据"}, double ,,"返回数的绝对值"}。 

对于这种没有定义 database 场景的外部方法，是由拜语言通过转译实现的，就是在执行 sql 时

先执行 object.match.abs 方法拿到结果值后，再作为参数项带入 sql 语句中最终去数据库执行的。 

database 场景为 sql 的增删改查带来方便的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您在使用时要格外注

意： 

1、ide 染色区别，使用“橙色”染色的方法是要在 database 中执行的，非“橙色”是外部

(就是在各端执行完毕后作为参数传入数据库)执行的，其中“表身份.构件”是在 database 场

景中的，只要是用到“表身份.构件”就作为一个 database 方法最终在 database 中执行。 

2、如果一个方法同时存在 database 场景与其他场景，也就是场景重叠（在 sql 增删改查

中），则外部(就是在各端执行完毕后作为参数传入数据库)场景执行优先。 

3、（在 sql 增删改查中）在同一个表达式中，不允许跨场景交叉调用，即一个方法执行完

毕后再通过点“.”的方式继续调用下一个方法这种情况，或者方法中嵌套方法，或外部方法中

的参数用“表身份.构件”等情况，约束规则是：如果之前的方法，即当前同一表达式中的前面

的方法(上一个方法或上上一个方法)中只有一种（database 或非 database）场景，则之后的方

法必须受之前表达式场景项的最小约束，即:要保持表达式前后调用的方法节点最小场景的一致

性,只所以这样硬性的约束主要是考量，当第一个方法如果是数据库场景的话，则最终就会在数

据库中去执行，但是第二个方法如果是非数据库方法就没有办法实现了，因为在兼顾性能的情况

下数据库是没有办法再去调用外部场景的一些方法的，本部分内容看起来可能比较麻烦，如果您

不理解也没有关系，拜语言的 ide 会对这种语法的“冲突”作检查的，并且会划线且报错的，届

时您只需做一下调整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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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 sql 增删改查中）对“object”这一类型“定向处理” 

如果是一个行点“.”构件，且这个构件并没有配置 specific 类型，即这个构件是一

个 object类型的情况下，是可以作为参数自动隐式转换为一个基础的数据类型，如下图(Ⅳ)

中的 a.iID 的类型是“object”，但却可以合法的放入 replace 方法的第一个参数中，但

replace 方法的第一个参数却是一个“string”，这在强类型语言中是不合法的，但在拜语

言中的 SQL 语句中却是合法的，即拜语言给各位程序员提供了方便，但您在使用的时候应

格外注意其最终的数据库是不是也支持。 

重要的事情说两遍：不是所有的 object都可以放入 replace为代表的(database场景)

方法中的第一个参数中，其前提是当前这个 object 是一个字段级的 object！ 

 

与传统 SQL 区别 

 

另外在运算符方面新加入了关系运算符“~”波浪线，在本文档中的关系部分有详细的说明，

在此仅说明一下与 sql 相关的关系比较运算符部分，即：“~==”，“~in”，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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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两边可以是任意的行或行的集合(数组或列表)或者查询区，但前提是两边不能都

是集合（数组或列表），必须是一边是一个表源信息或者单行另一边则可以是任意的，其中查询区是

定向的，是拜语言定向处理的，也就是最终由拜语言来把查询区的一些参数拼成 sql 去数据库中执行

查询操作。 

 

还有一些区别，我们增加了“实体行”或“实体行集合(数组或列表)”的增删改功能，即你可以

直接对一个“类型实体行”或“类型实体行集合(数组或列表) ”进行增删改操作，但是在操作实体

行或行集合时需要在 update后面再加入一个关键词“by”，如： 

update by tmpCurrentRow set  iApprovalAgree,iApprovalDT,iApprovalRemark,iFrom where 

iApprovalAgree == tmpEnumValue;  

其中“tmpCurrentRow ”是一个实体行，后面的 set 部分与 where 部分是可选的，也可以写成这

样，如： 

update by tmpCurrentRow;    update by [列表或数组或单行];  

或者 update by tmpCurrentRow set  iApprovalAgree,iApprovalDT,iApprovalRemark,iFrom; 

或者 update by tmpCurrentRow  where iApprovalAgree == tmpEnumValue;  

之所以能实现 update by  语法对一个实体行或数组进行 sql 的更新操作，是因为拜语言托管了

表信息，实体行又记录了表信息、主键信息、列信息等，在您对实体行进行更新操作时拜语言是知道

您更新的当前实体行或实体集合类型是属于哪一张表的，也同样知道当前实体行或实体行集合中的成

员信息、值信息的，既然知道，则就更新全行，以主键为条件，如果你再指定了 set 就把更新的列

重新指定一下即可，即仅更新你 set 后面所指定的列。 

总之有一条原则，即： update by 实体行或行集合，在最终翻译成各数据库中的 sql 语句时都

会以当前实体行或实体行集合中的主键为条件！ 

注意：如果“(update || delete || insert) by ”后面的“实体行或行集合”，如果是“NULL”

值，则会报错，如果是一个列表且 count=0 或数组 length=0 则拜语言会跳过这一条指令; 

“(update || delete || insert) by”语法支持: identity.skill & identity.dialog.method。 

另: delete by 与 update by 类似，不再说明！ 

 

如：var tmpList= select a.* from this a where a.iNO==f_user && a.iPassword == f_pwd;  

以上 select 语句中的 this 是指的当前表，也可以直接指定表名、身份名，并且 var 返回

的是一个行的实体行集合。 

 

如:var tmpList = select a.* from :identity this: a where a.iNO==f_user ; 

:identity this: 则表示访问当前的身份; 

 

如下图所示 100021.00 这个 double 类型可直接用系统 object 方法表中标准的方法直接转成一

个字符串，也是强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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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如果“100021.00”是一个双引号括起来的字符串的话，则会给出当前字符串所支持的方

法，并且这些方法在拜语言中是标准的、高度统一的，执行结果也是一致的，只不过这个方法最终会

在 sql 数据库中去执行，但您依然可以用拜语言的标准语法去写 SQL 语句中的方法或函数。 

 

 

如下图所示，也可以直接访问当前成员的特定属性，如:string.length 长度属性。这样就避免了，

sql 中的方法与业务系统中的方法名称不统一，参数名也不统一，位置也不统一，让您更容易地用拜

语言轻松去写 sql 中的逻辑。 

 

 

拜语言中的集成 sql 类型支持的方法或关键词如下: 

聚合函数：max、min、sum、avg、count (拜语言系统内置) 

关键词: distinct、group by、 having、order by、asc、desc 、limit、between、like、exists、

join 、not、in。 

基本上都是 sql 标准语法，其中“limit”，即分页，提供 2 个参数，第一个为记录的起始行数，第

二个为取记录条数。 

运算符： ==、!=、<>、~==、~in 。 

其他范围:  *、+ 。 

其他运算符： +、-、*、\ 则遵循面向对象中的通用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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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事物 

 

 

 

在事物中你可以用 interrupt 来甩出错误，且自动回滚。 

事物本应与 sql 语句中是一样的，但在当前版本中(v0.52)中仅支持声明 int，也不支持访问行集合

（数组或列表）中的属性，如：列表.count 等，V0.52 版本仅支持多条 SQL 语句或数据流一起执行的

功能，拜语言将在下一个版本中提供完整的函数方法功能，且支持所有标注为 database 场景的表达

式。 

orm 类型 

orm 类型主要是为了对多表源进行强类型化，为了实现一次查询多个表源的信息。 

如果是单个表源信息则不需要定义就可以直接使用表类型，包括在方法体与各场景中传递。 

在多表联合查询，并返回一个多表源时，则要求必须是一个 orm(或者是匿名的 orm)，需要重新定义

的，需要在 identity.orm 这张表中去定义(匿名 orm 则不需要)，但拜语言为了方便制作了一键自动

生成，您可以直接写 sql，写完后您可以通过拜语言的 ide，在所在的 sql 语句上右键单击“快速操

作与重构  Alt+Enter”自动生成对应的 orm。如图： 

 

 

定义 orm 主要是为了能在方法与方法中传递，如果你只想在当前上下文中使用可直接定义为匿名

的 orm 则会更方便，如： 

select max(a.id) maxValue,min(a.id) minValue,”常量值” value, by （int,int,string） from  this a,this.rMenu b 

where ...N 

 

select max(a.id) maxValue,min(a.id) minValue,avg(a.id) avgValue, by default from  this a,this.rMenu b where ...N ; 

 



拜语言教程                                                     www.baiyuyan.com   

 32 

即:by 关键词后面可以跟上一个小括号 (string , int,...N)，但这个小括号中声明的必须

与 select 后面的参数是一致的，嫌麻烦也可以直接写一个 default 关键词让系统自动计算出类

型即可。 

如果定义成 orm 则可以在方法与方法或各端之间传递，且有详细的说明与提示！ 

如:var tmpList = select a.*,b.*  by myOrm2 from this a,table2 b,table3 c where a.para 

== b.para && b.para == c.para ; 

但以上 var 返回的是一个多表源的 orm 实体类型，可以直接访问返回的成员。 

orm 类型的定义是一个平面的结构，但这平面中可以放入一张张的表源信息，也可以放入一个单项的

基础数据类型，但各名称是不能重复的，其中名称的后面可以加入注释,如： 

 

或嵌套查询如： 

 

 

使用一个定义的 orm 类型的方法,如下图 myOr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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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m 约束  

 orm 类型(当前版本 v0.52)仅支持，as 类型，不支持 is 类型，需要判定是不是一个类型时，请

判断 as 类型后返回的类型是不是为 NULL。 

 从 orm 中点出的属性仅支持直接赋值，不支持 ++或—等表达式操作， 

如： 

orm.属性 a +=9; //非法 (当前版本 v0.52)  

orm.属性 a ++ ; //非法 (当前版本 v0.52)  

正确的方法应写成: 

orm.属性 a = orm.属性 a  + 9; //正确 (当前版本 v0.52) 

orm.属性 a = orm.属性 a  + 1; //正确 (当前版本 v0.52) 

 

注意事项： 

 orm 类型在 UI 界面上只能放入 by.object. ormGrid<TOrm> 即 orm 网格控件中显示，无法放

入 by.object.grid。 

行操作 

在传统的 ORM 中，一行就是一个实体类，其实体类遵循面向对象范式，但在拜语言中，行

操作与传统有一些区别。 

行访问 

var  tmpRow = new object.row()~:new identity:.employees;  //新实例一个身份行 

tmpRow.构件或字段;  //by 语言 IDE 会有提示 

行新实例 

var  tmpRow = new object.row()~:new identity:.employees;  //新实例一个身份行 

其中  new object.row() 为对象部分，:new identity:.employees 为身份表实例，~为双节

点连接符； :new identity:.employees 部分在 identity.skill 中也可以定成 this 。总之后面部分

一定是一个身份的实例！ 

当然也可以单用如：var tmpRow = new object.row();  

 

产生新实例“行”的另一种方法： 

object.grid~I.newRow();   //从 grid 控件中生成 

通过 grid~I.newRow()生成的新行会自动带入当前界面或当前身份 grid 在界面上的配置

项信息，这在关系赋值时是有意义的。 

如：设计表时仅设计了引用主键信息，但在界面上显示了主键与名称信息，名称则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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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配置添加在界面上的，数据中并没有“名称”的这一列信息，因为这在数据库设计中是属

于冗余项，仅在界面上显示就够了，但如果在关系赋值时，则会连冗余项（配置字段项）也

会赋值，也就是说“grid~I.newRow()”方法有时会比直接 new 一个新行更有用。 

两种方法产生新行在本质上是以谁为准，通过“grid~I.newRow()”产生的新行是以当前

的“grid~I”中的列为准(包括不显示的列)，后者则是以当前身份所配置的数据库中的字段项

为准！ 

平时在写代码时，网格上通过关系赋值后，在界面上并没有显示出来，则就应考虑是不

是该用“grid~I.newRow()”来产生新的行！ 

行删除 

delete by tmpRow; //tmpRow 为行实体实例即：一面是对象，另一面是身份 

delete  :new identity:.employees where iID == id+test[0][0][0]; //常规 sql 删除  

delete a from :identity this:  a where a ~in f_DeleteList;//DeleteList 为列表或数

组， :identity this:当前表身份 

行方法(定向) 

本部分的方法全部封装在 by 库中的 object 表中的 row~I对象中。 

row.equals()方法，用于比对两个行内的数据是不是一致，如果两个行内的列数不一致，即一

行是 3 列，另外一行为 2 列或 4 列等列数不相等时，则直接返回 false，如果列数相同，则逐个（按

顺序）比较列的值，完全一致则返回 true，否则为 false，调用示例:“row.equals( 参数行 );”。 

 

row.toString()方法,则会对当前的行逐列拼成一个字符串，格式如下： 

列头 1=列值   

列头 2=列值   

列头 3=列值   

......N  

  

row. Clone()方法，产生一个数据一摸一样的新行。 

row.verify()方法，依据当前配置的信息，对当前行的数据内容进行校验。 

 

定向的方法或功能说明 

因为要兼顾各端转译的实现，且要维护各端转译的统一性，拜语言对以下方法或属性，在“赋值”或

“取值”动作，皆产生一个或一组新的行，这些新产生的行与原数据行不存在引用关系，就相当于复

制一行或一组数据。 

object.grid~I.addRow()      //复制加入 

object.grid~I.addRows()   //复制加入 

object.grid~I.selectedRows   //取出来就是新的行 

 



拜语言教程                                                     www.baiyuyan.com   

 35 

 

object.editArea~I.getBind()    //复制取出 

object.editArea~I.setBind() //复制加入 

 

 

 

面向对象类型部分 

本部分与传统的主流的编程语言 c#、java 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本部分内容可参考传统编程语

言的语法规范！ 

对象(object) 

所有对象放在 object 表中，其中“属性（property）”放在 object.property 的系统表中，“方

法（method）”放在 object.method 表中，“事件(event)”放在 object.event 表中，其中各

表都以 belong 列关联（外键），支持大多数的面向对象语法及类型如：重载、接口、事件、

继承等。 

枚举(enum) 

与传统枚举基本一致，不同之处是集中存在一个为“enum”的表中。 

身份类型 

说明 

 为了实现代码的高度复用，即大多数时候不需要写代码，仅仅拖拉拽的配置一下就可以做一套

系统出来，这是身份这一类型最初设计的初衷，其间经过了很多次的推到、重构，也曾广泛地借鉴现

实中的一些事与物，比如：从“三国杀”等角色扮演类游戏中找到了一些灵感，又对现实中“法庭”

判案子的方式中也产生了一些的灵感，其中身份构件即“identity.component”就来自于法庭对刑事

犯罪案件中“被告”这一角色的模仿，在法庭上法官往往对一个“罪名”罗列一系列的构件(条件),

如果一项项的都满足了这些“条件”，那么法庭上这个“被告”的罪名就成立了，再或者一辆车:“发

动机、变速箱、方向盘、轮胎......”，这些都是其构成要件；同理在身份类型中，如果满足了这个

类型中的构件(构成要件)，那么这个身份新实例就诞生（成立）了，即：身份的新实例是经由配置产

生，而不是传统对象的 new来产生，也曾经把一个身份想成是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是在家里，也可以

在办公室、街上，也曾把身份想象成一个人穿不同的衣服，也曾经把身份这一类型想象成一只“蝉”，

在“地下”打洞、在“树上”爬、在“空中”飞翔...... 

最终这个人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公司里，还是街上，更不管这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反正还是“他”，

也不管这只蝉是在“地下”打洞，还是在“树上”爬，还是在“空中”飞，反正还是“它”，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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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现实中是广泛存在的，我们平时做的软件项目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即：浏览器端、windows 客户

端、手机端、pad 端、服务器端、数据库端，或者用“前台”、“中台”、“后台”，也有一些类似

之处，我们就现实中的这一些现象与以往我们做过的一些软件项目，且结合我们要做的拜语言进行过

N 次“牵强”的联想，最终产生了一些灵感，从而在拜语言中诞生了“场景（scenes）”这一概念，

就是经由“身份类型”产生的实例，可以贯穿全部的场景，即拜语言中非常重要的“一体化”编程理

念！ 

 

身份类型以 “identity”表封装，所有的身份定义必须要定义在 identity 表中，可以允许定义

在不同的库中。 

identity 身份层为最高层，可以向下访问对象 object 层。 

当用拜语言的 ide 打开这个 identity.by 文件时，如下图： 

 

面向身份特征 

一如面向对象编程中的“封装、继承、多态”! 

面向身份的特征则是：场景、关系、双节点复合类型、配置! 

 

身份构件 ( identity.component ) 

身份项的构件必须放在 identity.component 表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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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onstraint”列中允许定义两项{specific}与{ref},这个列可以定义一项，也可以两项都

定义，specific 冒号后面配置的项必须为面向对象中的基础数据类型，如果不配置，缺省为“object”,

即您在复合类型中的行访问时，带出的数据类型就是这个 specific 中定义的数据类型，ref 是引用

的出处定义，如果当前身份为 identity.reference 时后面则可以跟随一段参数项，可以是表、表身

份、枚举。 

如下图“item.iName”的类型就是 specific 中定义的,如果 specific 没有定义，则下图

“item.iName”类型就为“object”类型。 

 

 

引用( identity.iref ) 

iref 与 component 在功能上是一致的，但 iref 是对外的，也就是说 iref 中的项也要配

置，但配置的项必须是来自外部。 

但 identity.iref 表中有一列“forced”，即为是不是强制配置列，这一项的类型为 bool,

如果这一项的定义时为 true 则要求用户在配置（新实例）时必须为这一项进行配置，如果

为 false,则可由用户自由选择是不是配置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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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方法( identity.skill )  

 

 

当您新建(定义)一个身份的定义时，则在对应的库中的 identity 表中加入一条记录。 

当要新实例一个身份时，则要在 identity.new 文件中以 new 为修饰符的 identity 表中对应增

加一条记录、new component、new iref、new config、new action 等表加入对应或相关记录。如： 

 

 

身份动作 identity.action 类型 

起因 

identity.action 这个类型是一个特殊的类型，不同于接口，也不同于重写，也不同于抽象类，

但都跟他们有一点象，非常怪，为什么要定一个这样的类型? 

以前做一些“进销存”类的数据库软件时，基本上都是以单据为主的，可以说大量的单据，但是

单据的格式都是固定的，“增删改查”，格式固定，功能也是固定的，但有一个共性就是当用户点击

“审核”或“完成”按钮时，这时走的业务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每一个界面的业务都不一样，那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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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把这些共性分成三份，第一份就是逻辑为基础的身份，第二份就是不同的字段列，即：表格中显

示的、查询区显示的、编辑区显示的，第三份则为“action”部分，即每一个单据走的业务都是不一

样的，既然不一样，也就没有办法代码复用，那就给予用户在每一次配置时重写这个 action 的权利。

你也许看出来了，赋予“identity.action”每次配置都可以重写的权利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代码复

用，即：每张单据的业务都不一样，但是您依然可以用同一个身份，只是对不一样这部分业务进行少

量的代码重构即可，并且这部分的代码也是有原始模板代码作为参考的。 

 

注意：V0.52 版本，不支持在 action 中手写 sql: update、insert、delete； 

下一个版本将支持! 

 

说明 

“identity.action”默认的场景是“server”端的，即在“服务端”执行的。 

identity.action 为特殊类型，该表中的 body 方法内容是“死”的文本，ide 或“转译器、编译

器”会跳过，不会做解析，仅仅当作模板，即在 action的新实例时复制 identity.action 表中字段

为 body 的相关内容到新的 action 的 body 中去。如下图： 

 

 

身份动作的新实例“new identity.action”中没有参数项，但可以直接用“身份动作”定义项的，

body 中的内容也是重写的，并且仅支持在服务器端即场景为“server”端执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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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action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from 参数，这是身份的来源项，当这个身份的内部

使用了“两个”同类型的身份时，则要求指明来源“from”，即当前的参数是来自于哪一个身份，就

好比，一个公司同时有两个“老王”，一个是财务部的老王，还有一个是销售部的老王，如你在公司

谈起老王时，其他同事就有可能会问你，“你说的是哪一个老王？”，拜语言也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

题，你当前的身份有两个以上的同类型身份，你可以指定身份来源，即你是来自哪里？这个“哪里”

会最终落在用户配置的实体表上，即“身份实例”上，因为一个身份实例会对应一张表，这样的话数

据就明确了，即找到对应的身份实例，就等于找到了实际的数据表。 

但是这个“from”的来源项不是必须要设的，即：可以不设，如果身份类型仅有一个实例的话，

则默认为 from 来源，如果有两个及以上新实例不设来源项的话，结果就是您在 new identity.action

“action 的新实例”中，是没有办法访问最终的表的，也就是说，您传入的行，仅仅能访问当前行

身份的构件，不能访问当前身份所配置的数据表的字段信息。理由上面已经说过了，你有两个“老王

（同类型实例身份）”，我们怎么知道你要的是哪一个呢？所以在 new action 中不设身份来源的功

能是不全的，如下图所示： 

employees 数据表定义如下 

 

employees 身份动作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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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身份动作新实例如下图，如果定义了来源，则会直接显示 employees 数据表的相关列。 

 
 

 

 

身份技能(identity.skill) 

身份技能与对象中的方法功能基本类似，在 skill 中可以直接用“this”访问当前身份，可以访

问同层的构件、属性、iref、event、flow、dialog。 

可以直接写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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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运算符” 

拜语言的关系符“~”，即一个波浪线加一个常规的运算符，单个的~依然与传统的语法一致即：“按

位取反”，如果~号后面还跟着一个及以上的运算符，那就是关系运算，如：关系赋值“~=”、关系

比较“~==”、关系 in“~in”，关系的定义是由身份的字段级成员“identity.reference”来定义

的，也就是声明两张表之间的关系，详细的用法可参考本文档的“基础身份类型介绍==>field”部分。 

使用这个 identity.reference 定义的关系，可以在以下场合中使用，如下表： 

符号 使用 表达式一(左)边 表达式另一（右）边 说明 

~= 不限 单行(多项则全部赋值) 单行、单行中的一列(多项则取第一项) 关系赋值 

~= 不限 单行中的一列(多项则全部赋值) 单行(多项则取第一项) 关系赋值 

~== SQL外部 单行(多项则取第一项) 单行、单行中的一列(多项则取第一项) 关系比较 

~== SQL外部 单行中的一列(多项则取第一项) 单行(多项则取第一项) 关系比较 

~== SQL：select、update、delete queryArea~I(查询区)(多项则取第一项) 表身份(多项则取第一项) 关系比较 

~== SQL：select、update、delete 表身份(多项则取第一项) 表身份、单行、查询区、单行中的一列(多项则取第一项) 关系比较 

~== SQL：select、update、delete 单行(多项则取第一项) 表身份、单行、单行中的一列(多项则取第一项) 关系比较 

~== SQL：select、update、delete 单行中的一列(多项则取第一项) 单行、表身份(多项则取第一项) 关系比较 

~in SQL：select、update、delete 单行(多项则取第一项) 行集合（数组或列表）(多项则取第一项) 关系 in 

~in SQL：select、update、delete 单行中的一列(多项则取第一项) 行集合（数组或列表）(多项则取第一项) 关系 in 

与关系相关的是字段级身份 reference，这个 reference 身份提供了两个定向的技能方法，即：“host”

技能与“isReference”技能，前者为“返回相关的表级身份”后者则是“看看是不是相关”，拜语

言的官方示例库 byDemo & dataDBDemo 中有用法示例。 可以通过 by 语言的 ide 查找（Ctrl + F）功

能查找，相关示例代码。 

特别说明：row~.构件  ~= row~I; 

数据源(source)  

数据源“source”是配置的核心，其贯穿了：数据流、grid(数据网格)& editArea(编辑区)& 

editableGrid(可编辑数据网格)，也可以说数据源为显示及数据的“增删改查”提供了依据。 

数据源目前提供了四种模式分别是：user、client、server、relation，其中， 

user:用户手动录入或经过选择(combox 或弹窗选择)录入，其中 user 模式下也是可以填入

relation 关系项的，好处是可以由用户编辑，否则如用户在模式栏中填入 relation 关系则后在界面

上是不可以编辑的; 

client、server:分别代表两个不同场景，后面可带入所在场景的方法，一般用作自动编号; 

relation 为关系项，主要用于把一个引用项相关的冗余项的或统计函数值信息显示出来，格式

为“:relation [引用项]:.[要引用的字段]”，其中引用项的参数可以是本表中的 reference 级字段，

也可以是一个第三方的表名或第三方的表名.字段名，如果仅有一个引用项则可直接指定表名，如有

两个及以上的关系引用项则必须指定到字段名，但有一个原则，即两者之间必须存在关系且这个关系

必须是唯一的，如：“:relation toEmployees:.name”，其中 toEmployees 为引用 employees.id 的

引用项，“name”为 employees中的 name列。也可以在 relation外面加入统计函数如：count(:relation 

inboundDetail:.ID)，“inboundDetail”为一个数据表；枚举项的配置如下图的“gender”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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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为 client 模式下，再设定方法“enum.gender.getValues()”，在相应的单元格上按“ctrl+j”

或按空格会有语法提示。 

relation 也可以在查询区中的明细表中直接配置，格式也是一致的。 

例： 

 data biao approveFlow [byDemo.identity.approveFlow] ( 

    int nO "编号" [by.identity.NO, this.iNO] 

    , int toEmployees "要求审批职员" [by.identity.reference:employees.ID, this.iToEmp] 

    , int from "最终审批职员" [by.identity.reference:employees.ID, this.iApproverEmp]) 

    { 

         

    } 

    config biao approveFlow.source "数据源配置表" ( 

    string name "名称" 

    , string fieldAccess "字段访问" 

    , string[] actions "动作" 

    , string mode "模式" 

    , OBJECT value "值") 

    { 

        { toEmployeesName, :relation toEmployees:.name, { select }, user,  } 

        { fromName, :relation from:.name, { select }, user,  } 

    } 

 

拜语言在转译时，一个 relation 后面的参数为一个 left join,如： 

:relation toEmployees:.id 

:relation toEmployees:.name  

:relation toEmployees:.text 

……  

以上三条的数据源在 select时仅产生一个 “left join ”连接，也就是说 relation 后面的参数如

果相同则一共就产生一条 left join，如果是不同，则产生多个 left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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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identity.flow)  

行业数字化的粒度越来越细，总是希望让电脑帮我们干更多的事，带来的结果就是业务越来越复

杂，仅仅标明表及字段的说明是不能让人明白这个数据模型的，表及字段是有说明的，但表中的数据

是哪里来的？又将到哪里去？这就是“数据流”，我认为应该有一个类型来记录这些东西，并且要有

实际的用处，且不仅仅是文档。 

现在有一些数据库设计软件都有记录表及表中字段的功能，但是却没有记录“数据流”的功能，

在我们看来“表”是用来记录静态“数据”，而“流”是用来记录动态数据的。 

流 flow 是用来记录数据的走向的或者数据的去处，来源;以“employees”这张数据表为例，以

下为两张表为源据源与数据流的格式，拜语言 ide 提供了图形化配置的界面，可通过图形界面(身份

配置管理器,在所在的库名右键菜单上有显示)配置。 

 config biao employees.source( 

 string name , 

 string fieldAccess, 

 string[] actions, 

 string mode, 

 string value, 

 string summary) 

 { 

 } 

 config biao employees.flow(  

 string name, 

 by.enum.action action, 

 string[] sources, 

 string summary) 

 { 

} 

身份属性（identity.property） 

遵循面向对象属性的特性。 

身份配置（identity.config） 

在身份中定义，为实例时进行配置提供依据。 

目前支持对 sql 类型进行配置。 

 

注意事项 

在 table身份的 dialog中有一个基身份的 dialog项 gridPopupWinSelect，里面有一个 sql的 config

项叫 a.selectPopup，如下代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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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config a.selectPopup],a.+  from :identity this: a where  a ~== this.mQueryArea 

以上代码块中的“a.+”是当前基身份 table 的，基身份仅有一项“INO”，意为查询当前的身份表，

条件是当前所有的构件，查出来的结果就只有一项，所以要想在弹窗选择时显示多一些的字段列，建

议 selectPopup 配置项应都要配置。 

 

身份事件（identity.event） 

遵循面向对象事件的特性。 

 

基础身份类型介绍 

identity 

为一切身份的祖先，其可以表示一切的身份类型，类似面向对象中的 object 可以表示所有的对象类

型。 

field  

字段级身份，所有的字段级身份必须继承自 field 基身份。  

其中 reference 字段级身份是特殊的，表示一个引用项(可以是外键)，后面可以跟参数，参数项为具

体的引用地址或引用的出处，例:“identity.reference::table inboundBill:.NO”，其中“:table 

inboundBill:”为一个数据表，“.NO”为这个表中的一个字段列。 

 

table 

表级身份，所有的表级身份必须继承自 table 身份。 

role 

角色（两个身份及以上）级身份，所有的角色级身份必须继承自 role 身份。 

sys 

系统级身份，所有的系统级身份必须继承自 sys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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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基础身份库中只有基本的数据库型“field、table、role、sys”这四个基本的类型，其他的类型都

是基于以上四个原始的类型派生的。 

 

identity.dialog.dress 方法表介绍 

dress 方法介绍 

在各库下的表“system biao identity.dialog.dress "身份窗体 dress 表"”为身份 dress 的动作

（action）表，也可以说是方法表，写在这里面的方法是没有方法体的，仅仅是声明。在 ide 生成

dress 文件时会生成对应的 dress 方法，这些对应的方法可以由最终的用户用最终的转译目标编程语

言去重写，并最终由拜语言的各转译程序调用；也就是说拜语言只定义或约定了一个方法，且这个方

法在拜语言中是可以调用的，但这个方法的实现由拜语言源代码翻译后的目标编程语言来实现的。 

c# dress 

如下图由拜语言 IDE 自动生成的 c# dress 方法: 

 

javascript dress 

javascript 则会生成对应的 dress.js 文件，文件中则会生成对应的 dress 方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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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内容你可以重写，但名字不能改，如下图： 

 

注意事项 

拜语言的 dress 文件分为 dialog 与 manager 项，其中 dialog 走的是面向对象的语法，是通过 new 

来新实例出来的，但 manager 是多个窗体共同拼出来的，manager 只能通过方法来实例，但此处说的

是如果一个 dress可能有多个地方，也就是说你要改对 dress 文件，一般是要改对应库的 manager 的

dress 文件。如果你在代码中是 new 出来的就要改 dialog 中的 dress 文件。  

 

如何配置身份或新实例身份 

配置优势 

配置是拜语言的灵魂，把一些重复性的代码改为配置，可以大幅提高开发效率，配置与手写代码就如

一个天平的两边，如果配置的越多，则需要写的代码就越少。  

配置说明 

身份定义出来后就经由配置方可产生新实例，但配置项较多，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1、 身份部份，包括：身份的新实例，及组成部分：config（在 skill 与窗体方法中手写的 SQL 语句

的配置）、action 部分（本部分可根据原始的模板代自动生成，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也可

以不修改）、iref（外部引用部分）、component（构成要件部分）。 

2、 数据表部分，如果是一个表级身份的话，则需要配置这一部分，需要配置的内容也是最多的，不

仅要配置数据表本身的一些参数，如：fieldInfo（字段信息、主键、非空、验证）、index 索引、

unique 唯一约束、source 数据源、flow 数据流、dialog 会话窗体及窗体中的成员项（网格及明

细、查询区及明细、编辑区及明细、可编辑表格及明细、orm 网格及明细。）  

3、 manager 

manager 用两张表实现， manager 及 manager.member 两张表，即一张主表，一张成员明细表；主要

用于多个窗体的组合，即在一个界面上显示多个组合在一起的窗体，且这些合在一起的窗体可以连

动刷新数据，如在一个窗体中点击一行数据，其他窗体会连动刷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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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需要的结构图： 

 

身份配置的方式 

身份只能由配置产生，配置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匿名的，即直接在数据表名称后面用中括号括起来填入一个身份即可。 

第二种是在对应的库下找到 new.*.by 的文件，依次按照特定的格式填入数据即可，如不知道怎么填

可以在所在的网格中按快捷键“CTRL + J”，届时可在弹出的引导提示下操作即可。 

两者功能一致不同之处在于访问方式，匿名是没有办法通过名称来访问，第二种则可以通过“new”

表的名称来访问，如： 

:new identity:.sys.loginStart(); //访问身份新实例中名称为“sys”的 loginStart 方法 

:new identity:.:menu:; //访问身份新实例中表名为“menu”的身份 

身份的新实例全部存在一组以“new”为前辍的表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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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身份的实例化（配置）简单化，拜语言的 ide 提供了图形化的配置界面，可以进行“拖拉拽”式

的操作配置，详细可参考本教程的配置部分。 

在 ide 左边“项目管理器”下，右键单击“库名”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打开身份实例管理器”即可

启动配置界面。 

 

身份的图形化配置 

看到这么多的配置信息，你大可不必紧张，这些大多数的配置都可以通过拜语言的配置界面，“拖拉

拽”自动生成。 

拜语言提供了身份配置的图形化界面，可以从 ide 中的所在库名上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

择“开打身份实例管理器”,如下图： 

 

随后弹出身份实例管理器主界面，如下图： 

 

 

身份的新实例管理器配置界面提供了几种模式，下图是三列模式，你可以根据需要与喜好自行调整，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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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身份实例 

可在身份新实例管理界面中的“身份实例”网格中，点击最左边的边框列选中整行后按键“delete”

后删除，要点最下面的保存后即会生效，如下图： 

 

菜单列表 

其中标签为“菜单列表”是帮你定位用的，点击菜单列表中的项后，会选中对应的标签项，如下图： 

 

网格标签介绍 

标签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其中身份实例在没有选中的情况下是红色，选中高亮为橙色，其中数据表为

蓝色，dialog 也为蓝色，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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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快速配置 

在数据表的网格中最左边的行双击鼠标，或点击工具栏上的“字段快速配置”会弹出字段的快速配置

界面，这个快速配置界面就是把一个字段所有的配置信息全部集中到一个窗体一个网格中进行集中配

置，主要是方便，你也可以不用这个快速配置界面，一张表一张表的一一配置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

麻烦一点。 

 

随后会弹出字段快速配置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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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多个 dialog 配置界面) 

 

点击打开窗体管理器后打开，如下图： 

 

左边树下面的子项是窗体的 dialog 项，根节点是身份实例，点选 dialog 后可拖动到主窗体红框标注

的范围内则自动生成一个 manager（多个 dialog 的组合），也可以拖动到下方的成员窗体中的红色

框部分生成一个“从窗体”（即合并到一个主窗体上去，做为一个从属一起组成一个 manager），但

些处的定义的 manager 仅仅是定义，要启用的话，则要调用专门的 manager 方法（本文档的 manager

部分有介绍，如何开一个 manager 的新实例）；窗体管理器本质上操作的主是当前库下的“manager”

与“manager.member”两张系统表。 

 

 

注意事项 

双节点身份类型在泛型中存在隐式转换，这与面向对象中的一些编程语言有一些区别，如传

统的 c#在泛型类型转换时出现如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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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拜语言的类型体系中也是一样的，但是双节点（object.row~by.identity.table）的身份类

型在泛型中是支持派生身份到基身份的隐式转换的，但仅限于身份部分,如下： 

var tmpBase = object.list<object.row~table>(); //table 为基身份 

var tmpChild  = object.list<object.row ~ bridge>(); //bridge 身份继承自 table 身份 

tmpBase = tmpChild ; //泛型隐式转换 

这在拜语言中是合法的，其中包括在技能、方法中传参。 

场景(scene) 

场景 scene 与最终的拜语言转译后生成的客户端（client）、服务端（server）、浏览器端(web)、

数据库端(database)，一一对应。 

场景的默认值 

场景默认值，即你用拜语言建了一个对象或身份，且没有设定场景，则拜语言会自动的设定默认值， 

object 与 identity 默认为 “client, server, web”，即你新建(定义)一个对象或身份，没有填

场景，则拜语言会默认为“client, server, web”，你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场景的约束 

成员与对象之间的约束：成员（属性、方法、技能、事件）不能超出当前对象或身份的定义场景。 

如：定义了对象或身份“myObj”,则 myObj 中的成员场景定义不能超出 myObj 本身的定义，假如 myObj

定义了“client、web”端，则 myObj 中的成员就不能再定义包含“server”或“database”的方法、

属性等成员。 

 

database 场景，database 是一个特殊的场景，因受到传统数据库功能的约束，在转译过程中有的功

能是不能实现的，故 database 场景有很多的功能受到了限制，如：databae 场景中，属性、事件不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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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支持方法或技能为 static 静态，并且当前版本(v0.52)不支持外部的变量访问，也就是说仅支持

当前方法传入的参数访问; 

 

 

在跨场景中，仅支持对方法或技能的访问，不支持属性的访问，如果要访问属性，则可以用方法或技

能来包装。 

数据类型标准化(数据库与服务器数据交互中，NULL 值的特

殊处理) 

在正常情况下在一些强类型编程语言中，数据类型分为值类型与引用类型，分别对应着“结构

struct”与“类 class”,值类型“int、float、long......”为代表的值类型在正常情况下在初始

化时都会给一个默认值，这是大多数强类型编程语言的做法，如“int”类型在初始化时为默认值为

“0”,即：“int b”，即这个“b”你不用赋值，其就有一个默认值，这个默认值就为“0”，但在

一些主流的数据库中，“int b”，这个“b”的默认值为“null”，如 msSQL “declare @a int; select  

@a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c#用一个 class 包装为“DBNull”，也就是加了一层包装，由程序员根

据需要自行处理；在纯粹的数据库中，单纯的“NULL”是有意义的，但在值类型中，“NULL”又是没

有意义的，我们也权衡过很多的因素，最终放弃了数据库中的“NULL”，即所有的值类型项必须要有

一个默认值，如果没有设定默认值，则从数据库中取出来时就会自动填入一个默认值。规则是：数值

类型为“0”,枚举类型为“第一项”。 

我们也考滤过像 C#一样两者兼顾,也加入一个中间的“class 类如:DBNull”，也考滤过对值类型

也加入一个“?”号如：“float? a = 0; 、int? a = 0; ......”，从而允许为 NULL，但这些最终

都被否了，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标准、通用”，另一个是我们认为问题是出在“SQL”本身，SQL

是 1978 年发明的，当时可能没有考滤过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认为 SQL 是一种化石语言，很多地

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合理的，在拜语言中很多的地方都已经不再以 SQL 语法为准了，如：“ == ||  

&& ......”，包括这个“NULL”; 

 所以这就要求你在设计数据库时，如果是“数值类型”或“枚举类型”，一定要设定一个默认

值。 

名词解释 

封闭节点 

如下（显示调用方法）图中所示“startLogin”方法即为封闭节点，即当前的方法的场景。 

调用节点 

如下（显示调用方法）图中所示“ :server loginUser:(tmpUser,tmpPwd)”即为调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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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调用方法 

隐式调用则仅限于同一场景，或者说是场景相同则为隐式调用,场景中的方法隐式调用与正常的方法

调用一致，但显式跨场景调用则有一些区别，要用双“：”围起来且加入场景的关键词，例：在

“startLogin”方法中调用“:identity this:.:server loginUser:(tmpuser,tmpPwd)”方法，其中

startLogin 方法的场景为“client 端、web 端”，loginUser 方法为“server 端”，如下图： 

 

 

场景规则 

本部分后面的内容比较麻烦，对于初学者来说只需知道有这么几张表即可，如果你在开发中对于场景

产生了困惑，则可以再返回来详细的查看以下表格。 

 

语法节点 场景 

枚举类型声明节点 全场景 

枚举值 全场景 

  

身份类型声明节点 显式指定，若为空，全场景 

属性 property 

显式指定，若为空，则是除 database 以外的全场

景，不支持 database，其中 string.length 属性则

走的是拜语言的定向属性，即由拜语言特殊处理的。 

构件 compoent 除 database 以外的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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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iref 除 database 以外的全场景 

配置 config 除 database 以外的全场景 

流 flow 除 database 以外的全场景 

技能 skill 
显式指定，若为空，则是除 database 以外的全场

景 

事件 event  
显示指定，若为空，则是除 database 以外的全场

景，不支持 database 

动作 action 隐式默认是 server 

  

身份窗体 client&web 

属性 property client&web 

构造方法 constructor client&web 

成员方法 method  client&web 

dress client&web 

事件 event  client&web 

  

面向对象 
显式指定，若为空，则是除 database 以外的全场

景 

属性 property 
显式指定，若为空，则是封闭类型的场景去除

database，不支持 database 

构造方法 constructor 与封闭类型一致 

成员方法 method  
显式指定，，若为空，则是封闭类型的场景去除

database 

事件 event  
显式指定，，若为空，则是封闭类型的场景去除

database，不支持 database 

  

orm 类型 除了 database 的全部场景 

  

其他封闭节点默认全场景  

子类与基类或基接口场景约束: 基类或基接口的场景必须包含子类场景必须 

封闭类型节点与其成员节点场景约束: 封闭类型场景必须包含其成员场景 

父子类重写或实现接口的方法场景约束: 场景必须完全一致 

  

类型表达式编译后的实际类型的场景必须包含当前

封闭节点的场景 
 

SQL 中成员访问不允许显式指定场景  

必须至少存在一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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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单元格处身份都不写，则默认为全场景 只写一对花括号 {},认为是场景个数为 0 

  

  

显式调用归纳：显式指定只允许 server，且当前封闭节点不存在 database 即可 

隐式调用归纳：被调用成员的场景必须包含当前封闭节点的场景 

  

身份技能和身份 action 能显式指定调用场景,显式指定规则如下: 

显式场景 当前封闭节点场景 

client 禁掉 client 

server 
client server client&server 除 database 任意组

合情况 

database database server database&server 

web 禁掉  

  

隐式规则如下:  

被调用或访问的成员的场景 当前封闭节点场景 

client client 

server server 

web web 

client&server client server client&server 

client&web web client web&client 

server&web web server web&server 

client&web&server 
client web server client&web client&server 

web&server client&web&server 

database 必须是在 sql 表达式 或 tran 语句块中出现 

若存在 database 则去掉该 database 后与上面的检查规则一致 

  

sql 或 tran 中调用的方法的场景必须存在 

database 
 

database 只能显式地声明在 object.method 和 

identity.skill 场景中 
 

 

调用规则 

场景项枚举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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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情况 编号 

client 0 

web 1 

sever 2 

database 3 

  

client web 4 

client server 5 

client database 6 

web server 7 

web database 8 

server database 9 

  

client web server 10 

client web database 11 

client server database 12 

web server database 13 

  

client web server database 14 

 

下面表格以上面的表格编号为条件，详细枚举。 

当前所在方法场景: 被调用方法场景要求:(将对应满足的编号装填，用空格隔开) 显式调用规则 

0 0,4,5,610,11,12,14 2,3 

1 1,4,7,8,10,11,13,14 2,3 

2 2,5,7,9,10,12,13,14 2,3 

3 3,6,8,9,11,12,13,14  

4 4,10,11,14 2,3 

5 5,10,12,14 2,3 

6 6,11,12,14  

7 7,10,13,14 2,3 

8 8,11,13,14  

9 9,12,13,14  

10 10,14 2,3 

11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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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14  

13 13,14  

14 14  

 

database 场景允许使用的表达式整理 

明确允许的表达式 备注 

所有字面量  

局部变量访问  

普通成员访问 定向允许 string.length，不允许其他的 

方法调用 场景约束：必须存在 database 场景 

三目运算符  

正号、负号、逻辑非  

二元：加减乘除余，逻辑与逻辑或、所有比较运算符  

赋值，加减乘除余的复合赋值  

括号表达式  

  

静态不允许的表达式  

this 静态不允许 

:identity this: 静态不允许 

全局身份访问 静态不允许 

to 访问 静态不允许 

sql 语句，查询 静态不允许 

 

database 允许使用的语句整理 

语句类型 英文名称 代码样例 对应的翻译后的语句 

变量声明语句 VarDeclarationStatement int a = 1; 
declare @a int; 

set @a = 1; 

表达式语句 ExpressionStatement 所有的表达式，以分号结尾  

while 语句 WhileStatement while(true){} while 语句 

for 语句 ForStatement for(var a=1;a<2;a++){} while 或者 游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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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注意事项: 

当前版本 V0.52 仅支持静态方法，即用 static 修饰的方法。 

场景通信信息安全，定向 IDoor 接口 

by.identity.server.mIDoor ;// mIDoor 为静态属性 

在本文档部分有详细说明，请看“IDoor(身份) 接口 ， server 与 user”部分。 

 

会话(dialog)  

当前版本是挂在身份下，且以“内部类”的方式来实现的。 实现类似 c# winform 窗体的功能，但

拜语言的 dialog 是支持身份的。 

 

重要相关身份技能 

sys.getMergeDialog 获取传入的 dialog 的合并目标 dialog，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提供获取

合并 dialog 对象的能力，这是一个定向的身份技能。 

 在实际的项目开发中单表的增删改界面没有太大的意义，以前我们在做项目时客户总是会让我们

把一堆的增删改功能集成到一个界面上去，看着方便，改着也方便，比如说主表与子表的连动功能，

当用户点击主表的一条记录时，动态刷新或查询明细表中的记录，再或多张存在主外键关系的表任意

的组合连动，即实现拖拉拽式的快速建模。 

会话方法(method)  

同对象“object”中的方法基本一致，但 dialog 中的 method 是可以访问身份的，而 object 下的方

法是不可以访问身份。 

if 语句 IfStatement if(true){}else{} if 语句 

switch 语句 SwitchStatement switch(a){case 1:break;} if 语句 

break 语句 BreakStatement break; break 语句 

continue 语句 ContinueStatement continue; continue 语句 

return 语句 ReturnStatement return 0; return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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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属性(property)  

同 object 属性类似。 

会话事件(event)  

同 object 事件类似。 

会话衣服(dress 文件)  

通过系统导出 dress 文件后，可自由修改。 

转译时再导入修改后的 dress 文件。 

manager 

一组 dialog 的集合，就是多个 dialog 拼在一个界面上，逻辑独立，并且互相之间可以连动。如下图： 

 

 

manager dress 文件 

本部分与 dialog 部分的 dress 基本一致，不同之处是多个 dialog 部分的 dress 合并在一起。 

如下图是由拜语言导出的初始 c#的 dress 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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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以看出，没有经过重新调整的 dress 文件在大小及位置上都难看，其中上部分为 employees

的 dialog 部分，下部分则是 department 的 dialog 部分。 

 

 

您拿到上图所示的初始的 dress 文件后可以发挥您的想象，随心设计，但前提是 dress 文件中的成员

名称您不能改名字的，但可以调整位置、大小、长宽等属性项，如下图就是经过设计后的 dress 文件： 

 

其他的 dress 文件如 web 的 html 则基本一致，在您导出的 html 文件中可以任意的设计，只需要在转

译时指定所在的 dress 文件路径即可。 

 

dress 文件必须的，您可以指定原始的没有经过修改过的 dress 文件，但必须要有 dress 文件的，理

由就是不穿衣服是不能见人的！ 

 

关于 manager 定向的方法包装集 

如果仅仅是多个的 dialog 拼在一起，是没有多在的意义的，意义就在于让这多个拼在一起的 dialog

连动起来，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让各 dialog 之间能够相互访问与相互配合，如数据的连动，

点击一个 dialog 中的一条数据，在另外的一个 dialog 中去连动刷新。 

拜语言把 manager 的相关的一些方法都封装在 object 表中一个叫“manager”的对象上,如下： 

ku by 

{ 

system biao object.method "面向对象方法表" ( 

     string belong "所属类型" 

    , string name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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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ring[] scenes "场景" 

    , string[] modifiers "修饰符" 

    , string[] parameters "参数 

    , string returnType "返回类型" 

    , string body "方法体") 

    { 

{ manager, create ,  , {static}, {string kuName, string managerName}, manager, } 

{ manager, getMergeDialog ,  , {static},{dialog f_dialog} , dialog, } 

} 

} 

 

其中“create ”用于实例化由用户定义的多个 dialog 项，也就是说通过拼 dialog 产生的定义

“manager”项是不支持通过“new”关键词产生新实例的，只能通过 object.manager.create 方法产

生，其中方法中的参数“managerName”项为定义的 manager名称，即：各库下的“manager”表中“name”

列中的值。 

另一个“getMergeDialog ”方法为获取当前方法参数中指定的 dialog 窗体的合并窗体项，这一

项即：“manager.member”表中列名为“merge”中所设定的项 dialog 项。 

 

注意事项 

窗体的实例顺序会按数据的排列须序依次进行，主窗体的数据行一定要在要拼的行前面，否则会报

错如下图： 

 
如果在主窗体后面则正常，如下图： 

 
拜语言会按数据行的先后顺序依次实例，如果你要拼其他的窗体，应确保要拼的窗体行在当前行的前

面。否则拜语言会提示“窗体成员"***"在声明之前无法使用”！ 

代码可以这样写：首先通过 getMergeDialog 方法获取到当前的 dialog，再通过 isReference 来判

断存不存在关系，如果存在，则可通过关系进行连动刷新，byDemo & dataDBDemo 库有完整的代码示

例，如： 

        { table.dialog, getMergeHost "获取合并的对象" , ,{} ,OBJECT~tab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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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tmpMergeDialog = object.manager.getMergeDialog(this) as IMerge.merge; 

      return tmpMergeDialog == null? null : tmpMergeDialog.host(:identity this:); 

  }} 

 

        { master.manage, host "返回相关的 grid或 tree", ,{table f_table "传入一个表身份"} , OBJECT~table,{ 

      if(:identity this:.isReference(f_table)) 

      { 

                return this.mGrid; 

       } 

   else 

       { 

       return null; 

   } 

  }} 

 

 

库(ku)  

 

库的引用 

在每一个库的文件夹下面都有一个同名的“.by”文件，里面记录着当前库所引用的库，如下图： 

 

 

 

其中“by”库为系统库，由系统自动隐式引用，不需要显式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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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构成  

系统表（system） 

用 system 修饰，用户不能定义，也是拜语言实现 object & identity 等基础类库与基础身份

库所使用的表。 

常量表（const） 

用 const 修饰，如其名称，可以当作常量使用，可以由用户自行定义，不支持 sql 增删改。 

数据表(data) 

用 data 修饰，与传统的数据表一一对应，支持增删改、配置身份。 

配置表(config) 

用 config 修饰，非独立表，对现有表提供附加部分信息。 

 

IDoor(身份) 接口 ， server 与 user   

要解决的问题 

拜语言是有场景这一概念的，也就意味着，用户可以在 web 端或 client 端直接调用服务端的方法，

这一功能为我们的开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数据是敏感的，我们希望调

用的用户是合法的，或由系统权限控制的，也就是传统上经过登录后才可以调用的，当然也有其他的

办法来实现这一功能，但是麻烦，比如：要验证是不是合法的用户，我们在每一个方法的参数上都设

定上密码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在服务端去验证，如果这样，成千上万的方法，在每一个方法都要设定

用户名密码来做一遍验证，虽然是可以实现，但太麻烦，而且还污染正常的方法参数。 

你也许已经猜到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当向服务器请求时，对用户的请求统一写一个方法来验证，

就好比一个大门上一道锁或由一名看门的大爷看着，进了这个大门后，才可以自由的进入各个小的房

间。 

用法 

IDoor 接口实例出来后必须赋值给“by.identity.server.mIDoor”成员才会有效，如： 

by.identity.server.mIDoor = (by.identity.IDoor):new identity:.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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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流程是:当服务端每次接收到用户的访问请求时，首先看一下 by.identity.server.mIDoor 是不

是为空，如果为空则直接跳过，如果不为空，则会首先调用 by.identity.IDoor 接口中的成员方法

“comeIn(object.session f_session)”，如果执行这个方法的结果 object.result.isOk 为 true，

则会继续，否则 server 端则会返回一个错误，并终止服务。 

当然你也可以忽略这一功能，如果不对“by.identity.server.mIDoor”这一属性赋值，则拜语

言会直接跳过 (也就是说服务器端不设防，所有的方法随便调用!)。 

by.object.callInfo.getCallInfo(session 实例)方法可以获取当前用户即将访问的是哪一个

方法，或身份！从而为精细的权限控制提供依据，如: 

 

 

调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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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说明 

user 中有两个方法 setCookie & getCookie 方法，则可以设定一个类似于 http 协议中的 cookies，

但是拜语言的 setCookie  & getCookie 不是基于传统 http 协议中 cookies 实现的，因为要保持浏

览器端与客户端，或未来的手机端等多端的一致性，您只需明白拜语言有一个功能可以持久保存一段

文本信息即可。 

server 端方法列表汇总 

如果想知道所有的调用方法则可参照转译后的 c#代码，如服务端有一个 

ServerSlnName.ku.MethodNameStorage 的静态类，封装了的有的前端（web & client）方法调用，

可以参考这个类，如下图： 

 

 

检索区(queryArea~I)&编辑区(editArea~I) 

queryArea~I & editArea~I 这两个区都继承自 area~I，两者都是拜语言定向实现的功能，

也都支持配置，内部的成员及显示的成员都可以由用户指定配置，但配置的范围必须是当前

复合的身份所配置的数据表中的字段列。 

其中检索区(queryArea~I)，有很多的定向功能，比如，可以作为条件直接放在 SQL 语句中，

可以支持关系语句，如： 

select [config select] ,a.+ from :identity this: a  where a ~== this.mQueryArea 

在以上 sql 中“this.mQueryArea”就是一个查询区，可以直接代入 SQL 中，在转译过程中，

拜语言会帮你一项项的把 SQL 拼成一条完整的 SQL 后再去数据库中执行。 

编辑区(editArea~I)则支持按行动态生成一组 UI 控件，让用户填写数据。 

属性：mState // 编辑动作 enum.edit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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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获取编辑区的行：getBind() ;// return  object.row~I   

方法、设定编辑区的行：setBind(row); 

方法、验证数据是不是合法:verify(); 

注意：编辑区提供的 verify验证方法，是可以在编辑区的界面上显示的。 

验证的配置信息则来自各表的配置信息，如： 

  config biao employees.fieldInfo "字段信息配置表" ( 

    string name "名称" 

    , OBJECT value "值" 

    , string[] constraints "约束项" 

    , string[] validations "验证项") 

    { 

        { ID, , { notNull, primaryKey }, { max = 2147483647 } } 

        { NO, , { notNull }, {min = 1, max = 7}} 

        { name, , { notNull }, { min = 1, max = 7 } } 

        { password, , { notNull }, {min=1,max=32,pattern="[a-zA-Z0-9_&^%$#@!~]+"} } 

        { gender, , { notNull }, {  } } 

        { email, , { notNull }, { min = 7, max = 32, pattern = "^[a-zA-Z0-9_]+@[a-zA-Z0-9_]+.[a-zA-Z]{2,5}$" } } 

        { entry, by.object.datetime.getNow(), {  }, {  } } 

    } 

以上是“employees”数据表的配置，各数据表都有对应的配置验证信息表，名称都在以“数

据表名”.fieldInfo 为表名，当然还有 config 修饰符。可以直接修改，在对应的网格上

按 ctrl+j会有提示，拜语言也提供了图形界面，嫌麻烦可以通过 IDE提供的图形界面进行

配置，详细的配置界面可参考本文档的配置部分。 

to 关键词 ，身份指向配置实例的指针 

拜语言是双语法树双节点的编程语言，其中身份类型是通过配置来实例化的，也就是说身份

（非静态）必须有一个依赖项，这个依赖项就是一个实例，这个实例可以是一个对象或一个

身份，但我们在编程中有时需要访问最终配置的这个实例，那怎么访问呢，拜语言提供了一

个关键词“to”，通过“to”可以拿到最终实例时用户配置的那一个“对象或身份的实例”。 

如：this.to  或直接 to; 

 

注意事项 

ide 常用功能介绍 

 

 

转译 

拜语言当前版本 V0.52，转译器仅实现了 C#与 javascript & ms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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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转译器预计会在 2023 年下半年发布，其他编程语言的转译器会在 2024 年陆续实现。 

 

 

 

 

client 客户端(c#winform) 

这是最终转译成的 c#winform 项目，你需要右键鼠标菜单，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设为启动

项目”，如下图: 

 

 

 

否则如不设定会出现“无法直接启动带有类库输出类型”的项目。 

配置 

用 vs 打开生成的 ClientSinName 项目中的 App.config 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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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App.config 文件并配置服务器端的 url 地址即可，如下图: 

 

 

server 端转译 

配置 

在生成的 server端源文代中有一个 web.config的文件，打开后配置一下数据库连接即可，

如下图： 

 
 

 

web 端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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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在生成的 web 源代码项目中打开 web.config.json 文件，如下图： 

 

打开后修改 serverUrl 的服务端连接地址即可，如下图： 

 

 

注意事项 

web 端与 client 端配置服务端 URL 

在 web 端或 client 端配置服务器 URL 访问地址时，如果配置在一个虚拟目录下且省略了

“ default.aspx ” 文 件 名 ， 则 最 后 的 结 尾 必 须 以 “ / ” 结 束 ， 例 如

“http://localhost/server/Default.aspx”为完整的地址，如果在设定默认页面后也可以写成

“http://localhost/server/”，但是不能写成“http://localhost/server”，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各

浏览器中访问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最后是一个目录则必须加上一个“/”， 否则会在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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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web 访问时报错，如下图浏览器中报错: 

 

 

转译界面可预设服务端 URL 地址 

服务端的 url地址可以通过各端的 config文件进行配置，也可以通过拜语言的转译界面预

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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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语言是否收费 

 首先声明当前版本拜语言 v0.52(蓝鹊)版全免费。 

如果你是专业的程序员，拜语言不仅不收您的费，还会让您赚钱，也就是说如果你用我

们的拜语言写出了身份类型，并且授权我们向全世界发布(发布模式分两种：一种是仅公开

方法名及结构，不公开方法中的内容。另外一种是源代码全部公开)，最终用户选择了您写

的身份类型，则拜语言将会向您分享这笔收入！我们共生，您来写代码，我们帮您在全世界

去卖。 

(未来几年以后，如果拜语言找不到其他的盈利模式，则拜语言可能会收费)。 

 最终用户，拜语言提供免费与收费两种模式: 

 免费用户：小项目（您可以永远免费用下去，保证不找您的麻烦）。 

 收费用户：中大型的项目，拜语言是收费的，但价格肯定能让您满意，让您觉的划算！

但具体收多少，我们会根据市场反馈及运营成本动态调整，但拜语言会坚持价格的普惠性，

不以追求过高的盈利为目标。 

同时对于第一批拜语言的用户（拜语言程序员）提供全网海量的流量支持，让您写的身

份代码也有海量的人用，同时也有海量的人向您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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