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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设置用于 FileMaker Go 的解决方案

通过 FileMaker Go®，您可以在 iPad、iPhone 或 iPod touch 上使用 FileMaker Pro 解决方案。使       

用 FileMaker Pro 构建解决方案。然后使用 FileMaker Pro 在 iOS 设备上处理数据。例如，可以添       

加、修改、删除、查找和对记录排序；用表单、表和列表视图显示数据；查看入口、选项卡面板、

幻灯片面板和 Web 查看器中的信息；扫描条形码；以及执行脚本和其他任务。

使用以下选项之一在 FileMaker Go 中处理数据：

1 从 iOS 设备连接到托管文件，并以交互方式处理数据。当您更改 iOS 设备上的数据时，主机上    

的数据将会更新，反之亦然。您可以连接到托管于 FileMaker Pro 或 FileMaker Server、可通过     

Wi-Fi 或移动数据网络共享的文件。

1 将文件传输到 iOS 设备，然后在联机状态下处理设备上该文件的本地副本。将文件传输到 iOS   
设备时，是在为远程文件创建一个副本。对本地文件进行数据更改时，远程文件不会更新。您

必须再次将文件传输回您的计算机，然后使用 FileMaker Pro 导入和更新数据。有关导入数据的   

信息，请参阅第 7 页上的 “导入到传输的文件以及从传输的文件导入”。

有关连接到托管文件或将文件传输到设备或从设备传输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FileMaker Go 帮  

助”。有关使用 URL 打开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FileMaker Pro 帮助”。

本指南提供有关如何定制用于 FileMaker Go 的解决方案的信息。要了解如何使用 FileMaker Go，     
请参阅“FileMaker Go 帮助”。如果您是 FileMaker Pro 新手，请参阅 FileMaker Pro 文档。要了        

解、查看或下载更多 FileMaker 文档，请访问 http://www.filemaker.com/documentation/zh 。

与 FileMaker Go 客户端共享 FileMaker Pro 文件

启用 FileMaker Network 共享
连接到文件之前，请确保已为文件启用 FileMaker Network 共享。

要在 FileMaker Pro 中启用对等共享，请执行以下操作：

1.在 FileMaker Pro 中，打开文件。

2.选择 “文件”菜单 > “共享” > “与 FileMaker 客户端共享”。

3.在 “FileMaker Network 设置” 对话框中，将 “网络共享”设置为 “打开”。

4.从 “当前打开的文件”列表中，选择要托管的文件。

5.对于 “通过网络访问文件”，请选择 “所有用户”或 “按权限集指定用户”。

6.点击 “确定”。

http://www.filemaker.com/documentation/zh


网络共享

允许网络访问

为 FileMaker Go 客户端启用网络共享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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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ileMaker Server 托管文件概述
在共享 FileMaker Pro 文件前，先准备好需要托管的文件。下面概述使用 FileMaker Server 托管文      

件的过程。

1.在 FileMaker Pro 中，编辑客户端用于共享访问的帐户和权限集 （例如，“通过 FileMaker    
Network 访问”）。

2.在 FileMaker Pro 中，将文件上传至 FileMaker Server。请参阅 “FileMaker Pro 帮助”。

3.在 FileMaker Server 中，使用 “管理控制台”的 “活动” > “数据库”选项卡确认文件状态，   

并确认这些文件可用于 FileMaker 客户端访问。

FileMaker Server 启动时会打开并托管默认数据库文件夹和其他可选数据库文件夹（如果指定）中  

的所有 FileMaker Pro 文件。有关服务器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FileMaker Server 帮助”。

连接到解决方案
共享并托管文件后，您可以使用 FileMaker Go 作为客户端打开共享的文件。请参阅“FileMaker Go    
帮助”。

设备可使用 fmapp 扩展权限连接到托管的解决方案。请参阅 “FileMaker Pro 帮助”。

注意  FileMaker Go 无法通过 LDAP 访问可用的 FileMaker Server 主机，也无法查看或使用来自         

LDAP 主机的 SSL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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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件传输
有关将文件传输到设备或从设备传输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FileMaker Go 帮助”。

记住以下要点：

1 将文件传输到 iOS 设备时，是在为远程文件创建一个副本。对本地文件进行数据更改时，远程  

文件不会更新。要设置文件以便使用 FileMaker Pro 从本地文件向托管文件导入和更新数据，请   

参阅下面的 “导入到传输的文件以及从传输的文件导入”。

1 强烈建议对计算机或 iOS 设备上存储的任何文档进行常规备份。请参阅“FileMaker Pro 帮助”。

1 在设备上更换现有文件之前，请确保文件已关闭或删除。否则，文件可能无法正常传输，也可

能会遭到破坏。

1 传输文件之前，请确保设备未锁定。根据 iOS 安全设置，如果设备被锁定，则无法传输文件。

传输含在外部存储数据的容器字段的文件
要传输含在外部存储数据的容器字段的文件，首先必须嵌入容器字段数据。为此，在 FileMaker Pro  
中，使用“另存为”命令，然后选择“自包含拷贝（单个文件）”。然后传输副本，而非原始文件。

导入到传输的文件以及从传输的文件导入
可以使用“导入记录”脚本步骤将设备上的 FileMaker Pro 本地文件与其他 FileMaker Pro 文件中      

的数据进行合并。 FileMaker Go 必须能通过网络访问 FileMaker Server 或 FileMaker Pro。

导入前设置字段映射和导入顺序。您可以：

1 从远程源导入到本地文件

1 从本地源导入到远程文件

1 从远程源导入到远程文件

1 从本地源导入到本地文件

示例 1：从远程源 (Source.fmp12) 导入到本地数据库 (Target.fmp12)

在此示例中，Target.fmp12 文件在 iOS 设备上。它需要可从远程源 (Source.fmp12) 导入数据的脚     

本。由于无法在 FileMaker Go 中创建脚本，您需要在 FileMaker Pro 中创建脚本，然后将文件传      

输到 FileMaker Go。然后您可以在 FileMaker Go 中运行脚本，以使用来自远程源 (Source.fmp12)      
的数据更新本地文件 (Target.fmp12)。

1.在 FileMaker Pro 中打开 Source.fmp12 和 Target.fmp12。

2.在 Target.fmp12 中创建 “从远程导入”脚本。例如：

导入记录 [无对话框 ; “Source.fmp12”; 更新现有内容 ; Mac Roman]，然后使用您计

算机的 IP 地址设置源文件的路径。例如：fmnet:/192.168.10.10/Source.fmp12

3.指定导入顺序。

4.关闭 Target.fmp12。

5.将 Target.fmp12 传输至 FileMaker Go。

6.在 FileMaker Go 中打开 Target.fmp12 并运行脚本 “从远程导入”。

将使用远程数据库的数据更新本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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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从本地源 (Source.fmp12) 导入到远程数据库 (Target.fmp12)

1.将 Source.fmp12 传输至 FileMaker Go。

2.在 FileMaker Pro 中打开 Target.fmp12。

3.在 Target.fmp12 中创建 “导入至远程”脚本。例如：

设置变量 [$FilePath; 值 :Get（文档路径） & “Source.fmp12”]

导入记录 [无对话框 ; “$FilePath”; 添加 ; Mac Roman]，其中设备上源文件的路径为 
file:$FilePath

4.在 “编辑脚本”对话框中，选择 “导入记录”脚本步骤并选择 “指定导入顺序”。

如果“导入字段映射”对话框中未出现源字段，则选择“指定数据源”。在“指定文件”对话

框中，对于“文件类型”，选择“FileMaker Pro 文件”。然后将 Source.fmp12 的另一个路径    

添加到路径列表。例如：

file:$FilePath

file:Source.fmp12

5.在 FileMaker Go 中打开 Target.fmp12。

6.运行脚本 “导入至远程”。

在 FileMaker Go 中使用 Target.fmp12，您已经将设备 (Source.fmp12) 上文件中的数据添加到      

主机 (Target.fmp12) 上的文件中。

提示  完成一次导入后，如果在“导入字段映射”对话框中选择了排列方式 : 上次顺序，则会保留   

字段映射。不再需要 file:Source.fmp12 作为参考。



第 2 章  
FileMaker Go 和 FileMaker Pro 的区别

本章介绍 FileMaker Go 与 FileMaker Pro 之间的一些区别，以及 FileMaker Go for iPhone 与       

FileMaker Go for iPad 之间的区别。

FileMaker Go 不支持的功能
FileMaker Go 不支持下列 FileMaker Pro 功能：

1 创建和修改数据库架构，如表、字段、关系、数据源和权限

1 创建和修改数据库结构，如布局、脚本、值列表和自定义菜单

1 导入任何非 .fmp12 格式的数据

1 导出为 .fmp12、 XML 或 Excel .xls 格式

1 拼写检查

1 外部函数

1 插件

1 托管文件

行为差异

模式
FileMaker Go 不支持 “布局”和 “预览”模式。然而，可以在 FileMaker Go 中通过将记录保存     

为 PDF 并查看 PDF 来预览记录。

日期和时间列表
FileMaker Go 和 FileMaker Pro 间的行为差异包括：

1 FileMaker Go 的时间 / 时间戳列表不支持秒数。您可以在字段中输入秒数。设备上通过脚本或计    

算获得的时间会显示秒数。

1 在 iPad 上，当日期列表处于活动状态时，键盘将保持活动状态。

自定义菜单 (FileMaker Pro Advanced)
FileMaker Go 不支持：

1 删除 “关闭文件”菜单项。

1 未映射到现有 FileMaker Go 菜单项的其他菜单项。

1 通过自定义菜单重新定义 “快速查找”菜单项，但您仍可以进行快速查找的操作。

1 通过自定义菜单重新定义 “保存记录”和 “退出记录”。

1 在自定义菜单标题中显示连接符 (&)。

注意  FileMaker Go 可显示被删除的菜单项，但他们已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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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1 您在 FileMaker Pro 中为文件设置的打印选项无法作用于 FileMaker Go 上相同文件的打印选      

项，反之亦然。

1 如果您在 FileMaker Pro 中没有为布局指定页边空白， FileMaker Go 将使用打印机的默认空

白，默认值可能因打印机的不同或打印驱动程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在打印一个布局时对

边距要求十分严格 （如标签或格式纸），则您需要指定页边空白。

将记录另存为 PDF 文件
当您将记录保存为 PDF 文件时， FileMaker Go 使用窗口的名称作为 PDF 文件名。

导出
默认情况下，除 .xlsx 外的所有手动导出操作均使用 UTF-8 ； .xlsx 则使用 UTF-16。

必须使用 “导出记录”脚本步骤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当前布局上没有的字段。

1 配置输出文件字符集。

容器字段
1 检查器数据格式选项 “图像”或 “交互内容”不适用于 FileMaker Go 中的容器字段。

1 FileMaker Go 不支持设置用于在外部存储数据的容器字段。

可使用 “从设备插入”脚本步骤将音乐库、照片库、相机、摄像机、麦克风或签名中的内容输入

到容器字段；或将条形码源的内容输入到容器字段或文本字段。请参阅 “FileMaker Pro 帮助”。

容器字段中的视频和音频播放
可使用 FileMaker Pro 创建在 FileMaker Go 中控制播放选项的脚本（包括全屏或以嵌入形式播放媒      

体）；播放、暂停或停止媒体；禁用用户交互；显示或隐藏播放控件；或选择开始播放的位置。

可使用以下脚本步骤、函数和脚本触发器在 FileMaker Go 中处理媒体：

1 脚本步骤：AVPlayer 播放、 AVPlayer 设置选项、 AVPlayer 设置播放状态

1 脚本触发器：OnObjectAVPlayerChange、 OnFileAVPlayerChange、
OnExternalCommandReceived

1 函数：GetAVPlayerAttribute、 Get （触发外部事件）

请参阅 “FileMaker Pro 帮助”。

显示对象的状态
FileMaker Go 不显示对象的 “悬停”状态。

快照链接文件
在 FileMaker Go 中打开在 “预览”模式下创建的快照链接文件时，该文件将在 “浏览”模式下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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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中的滚动条
在 “FileMaker Pro 入口设置”对话框中启用 “允许垂直滚动”选项时， FileMaker Go 用户可以    

使用 iOS 滚动条在入口中滚动。对于“显示滚动条”选项，选择“始终”可始终显示滚动条，或  

选择 “当滚动时”仅在滚动时显示滚动条。

如果在 FileMaker Pro 中启用了滚动功能，则可以向上或向下滑动以便在 FileMaker Go 的入口内      

滚动。

加密文件 (FileMaker Pro Advanced)
无法在 FileMaker Go 中启用或禁用文件加密功能。要启用或禁用加密功能，请使用 FileMaker Pro Advanced      
中的 “开发工具”。

导航滑动控件
如果在 FileMaker Pro 中启用了 “启动轻扫手势”，则可以在 FileMaker Go 中利用滑动控件轻扫      

以前后浏览。

弹出框
在 FileMaker Go 中，当点击弹出框外部和开始滚动或缩放时，布局弹出框将消失。

缩放比例
在 FileMaker Go 中，可在屏幕上将图像放大到 200%。

脚本和计算

重要说明  测试您的解决方案确保所有脚本步骤都受支持。

脚本和函数行为
1 要中止当前运行的脚本，请点击屏幕上的任何地方，然后确认您希望中止该脚本。如果您没有

作出选择，数秒后将自动取消确认信息，该脚本将继续运行。

1 如果平台为 iOS，则 Get （系统平台）将返回 3。
1 “发送电子邮件”不支持“不通过对话框执行”。电子邮件显示在设备中时，您可以手动发送。

这不适用于通过 SMTP 发送电子邮件。

1 当设备上的键盘隐藏时，“全选”和 “设定选择项”脚本步骤无法高亮显示文本。

1 “打开 URL”脚本步骤使用 Google 地图 URL 时，将打开一个浏览器，然后选择“在 Safari 中       

打开”将打开地图程序。

1 如果使用“调整窗口”脚本步骤隐藏窗口，则 FileMaker Go 不会隐藏窗口，但会更改已显示的   

打开窗口的顺序。

1 切换到另一个应用程序时，FileMaker Go 将进入暂停状态（除非有音频或视频文件正在播放）。  

返回到 FileMaker Go 时，应用程序和脚本会从其停止的位置继续。对于托管文件，当 FileMaker Go     
暂停时，如果对正在运行脚本的数据集中的任何记录进行修改，则脚本中止。如果没有修改记

录，则脚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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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从 FileMaker Go 切换到其他程序有较长时间，并且 iOS 强制应用程序退出，则 FileMaker Go       
将尝试生成休眠文件。重新启动 FileMaker Go 时，它会使用休眠文件重新打开文件。当您从   

FileMaker Go 切换到其他程序时，如果“允许用户中止”设置为“关”的脚本正在运行，则不  

会生成休眠文件。

1 GetLayoutObjectAttribute 函数仅针对图表的 content 属性返回 PNG 和 JPEG 图像。

1 “新建窗口”脚本步骤不支持 “指定高级样式”选项。

1 虽然您在 FileMaker Pro 中设置了 Location 和 LocationValues 函数，但它们专为在设备上使用       

而设计。

1 “插入文件”脚本步骤不支持对话框选项 “存储选项”或 “显示”。

1 “退出应用程序”脚本步骤将关闭所有文件，但不会退出 FileMaker Go。

1 Get （应用程序架构）将返回 “arm7”、“arm7s”或 “arm64”。

Get （应用程序版本）函数

Get（应用程序版本）针对 iPhone 和 iPod touch 返回“Go x.x.x”。Get（应用程序版本） 针对       

iPad 返回 “Go_iPad x.x.x”。在 FileMaker Server 中，“Go x.x.x”或 “Go_iPad x.x.x”显示       

在 “管理控制台”中。

“替换字段内容”脚本步骤

使用“替换字段内容”的脚本无法在 FileMaker Go 中提示用户指定要替换的字段和数据。不会提   

示已取消选择 “不通过对话框执行”的 “替换字段内容”脚本步骤。

“将副本另存为”脚本步骤

在 FileMaker Go 中执行 “将副本另存为”脚本时，支持 “压缩副本”、“克隆”、“自包含副本   

（单一文件）”选项；但在 FileMaker Go 中手动点击“保存 / 发送”>“数据库”时，不支持这些   

选项。对于此脚本步骤，“自包含副本 （单一文件）”选项等效于 “压缩副本”选项。

“将记录另存为 PDF”脚本步骤

如果您没有为 “将记录另存为 PDF”脚本步骤指定输出文件路径，则 FileMaker Go 将使用窗口    

的名称保存 PDF 文件。

不支持某些 “将记录另存为 PDF”脚本步骤选项：

1 将记录附加到现有 PDF

1 选择 Acrobat 版本

1 在 “安全”选项卡中选择 “打印”和 “编辑”选项

1 取消选择允许屏幕阅读软件的选项

1 “初始视图”选项卡中的选项 

“将记录另存为快照链接”脚本步骤

快照链接包含当前找到的记录 ID 集，其中包括布局、视图、排序顺序、模式和工具栏可视性。

如果您没有为“将记录另存为快照链接”脚本步骤指定输出文件路径，则 FileMaker Go 将使用文   

件的名称保存快照链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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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可以在多个设备上打开快照链接文件：

1 FileMaker Pro 文件存储在各个设备上。

1 快照链接文件是在 FileMaker Go 中创建的。

1 原始 FileMaker Pro 文件和该文件的本地副本具有匹配的文件名，并且位于相同的相对位置。

“打印设置”脚本步骤

在 FileMaker Go 中执行 “打印设置”脚本步骤可以为 FileMaker Go 打印设置纸张大小、方向和      

缩放选项，而不显示 “打印设置”对话框。

“不通过对话框执行”选项对 FileMaker Go 中的 “打印设置”脚本步骤没有任何影响。

“打印”脚本步骤

执行“打印”脚本步骤时，如果未选择“不通过对话框执行”选项，则 FileMaker Go 将显示“打   

印设置”对话框。您可以在该对话框中选择这些设置，然后点击 “打印”以打印文件。

虽然在“打印”脚本步骤中不能使用“ 高图像 DPI”选项，但可以在打印时在“打印设置”对 

话框中选择分辨率。

“打印”脚本步骤设置中的打印份数和双面打印对 FileMaker Go 中的打印设置没有任何影响。

“导出字段内容”脚本步骤

FileMaker Go 将文本导出为 UTF-8 格式，但 FileMaker Pro 将文本导出为 UTF-16 格式。

“打开远程”脚本步骤

当通过 “打开远程”脚本步骤打开远程文件时， 近的主机将与其他主机一起按字母顺序列出。

注释

1 默认情况下，通过脚本步骤创建的文件会显示在 “设备”列表中，并保存在 “文档”文件夹

中。要将文件保存到临时文件夹，请使用 “设置变量”脚本步骤创建一个变量为该脚本步骤指

定输出文件路径和文件名。

您可以仿照以下示例创建将该文件作为附件的电子邮件。

设置变量 [$Output; 值 :Get（临时路径） & “sample.pdf”]

将记录另存为 PDF [无对话框 ; “$Output”; 正在浏览的记录 ]

发送电子邮件 [通过电子邮件客户端发送 ; 到 :“linda@glolda.com”; 主题 :“Invoice” ;  
正文 :“Test”; “$Output”]

1 默认情况下，运行脚本步骤时，FileMaker Go 将创建一个新的输出文件。如果您继续运行该脚  

本，则会在每个文件末尾添加数字。例如，第一次对样本文件运行“将记录另存为 PDF”脚本 

步骤时，输出文件名称为 sample.pdf。第二次运行脚本时，文件名称将为 sample 1.pdf。

要使用新文件替换输出文件，而不是保留多份拷贝时，请将文件路径 （file: 文件名或 filemac: 
文件名）添加到脚本中。例如，如果在 “指定输出文件”对话框中键入 file:sample.pdf 或  

filemac:sample.pdf，则每次运行脚本时，“文档”文件夹中的 sample.pdf 文件都将替换为新文件。

以下示例将记录另存为一个名为 sample.pdf 的 PDF 文件，并将创建一个新文件或覆盖现有文件。

将记录另存为 PDF [无对话框 ; “sample.pdf”; 正在浏览的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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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 隐藏菜单栏”脚本步骤

在 FileMaker Go 中，此脚本步骤将显示或隐藏菜单栏或锁定菜单栏，以防止菜单栏的状态发生改变。

“显示 / 隐藏工具栏”脚本步骤

“包括编辑工具栏”选项将打开或关闭 FileMaker Go 编辑工具栏。

OnGestureTap 脚本触发器

在 FileMaker Go 中，用一根、两根或三根手指点击或用一根手指双击时，将激活此脚本触发器。

如果用一根手指双击，则该触发器将激活两次：第一次点击激活一次，第二次点击再激活一次。

Get （窗口内容高度）函数

在 FileMaker Go 中，内容区域包括布局，但不包括状态栏、菜单栏或工具栏。

FileMaker Go 不支持的脚本步骤
FileMaker Go 不支持某些脚本步骤。不支持的脚本步骤返回错误代码 3：命令不可用。使用  
Get （上一个错误）检查此错误代码。

FileMaker Go 不为下列脚本步骤显示警告。

在 FileMaker Pro 中使用 “脚本工作区”窗口查看 FileMaker Pro 不支持的脚本步骤列表。

重要说明  运行不支持的脚本步骤可能会导致意外情况或造成数据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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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FileMaker Go 设计解决方案

本章介绍在设计将要在 iOS 设备上使用的解决方案时的注意事项。

设计布局
设计布局时，请记住在 iOS 设备上，无法进行以下操作：

1 删除视图或布局

1 添加或删除字段

1 切换到 “布局”菜单中不显示的布局 （除非提供导航按钮）

1 定义并分配值列表 （除非他们用于支持 “允许编辑值列表”的下拉列表和弹出菜单）。

1 显示工具提示

1 在选项卡控件名称中显示诸如 “...”之类的打头字符

1 在布局对象上显示阴影

有关设备的常规设计注意事项，请参阅 Apple 开发人员网站。

设计布局和字段的提示
1 在 “新布局 / 报告”助手中，选择其中一个 “触摸设备”布局。

1 在窗体上留出足够的非活动空间，以便用户可以在字段以外点击以提交其数据。

1 尽可能缩小图像。

1 对图像使用 PNG 文件格式。

1 使用屏幕模板可以帮助您在设备的查看区域中工作。

1 如果有多种设备要访问布局，则考虑为每个设备创建一个布局。可以借助 OnLayoutEnter 脚本  

触发器、 Get （系统平台）函数和 “转到布局”脚本步骤引导用户选择合适的布局。

1 某些 FileMaker Pro 主题使用 Tahoma 字体。此字体在 iOS 中不受支持，并且将在 FileMaker Go         
中转换成 Helvetica。

1 在 “更改主题”对话框中选择专为触摸兼容的输入设备设计的 “触控”主题之一。“触控”主

题使用 Arial 和 Verdana 字体。

1 在 “初始”解决方案中，调整为设备设计的布局。

1 FileMaker Go 使用 VoiceOver 支持可访问性。有关创建可访问解决方案的信息，请参阅

“FileMaker Pro 帮助”。

1 如果将 FileMaker Pro 主题应用到计划在设备上使用的文件，请在设备上检查字段标签间隔的外   

观、字段高度、入口和选项卡。

1 使用 “设置允许的方向”脚本步骤控制 FileMaker Go 中的布局方向。请参阅 “FileMaker Pro    
帮助”。

1 使用 “启用触控键盘”脚本步骤来启用或禁用触摸键盘。请参阅 “FileMaker Pro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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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创建 iOS 风格的分组字段，请在检查器的“外观”选项卡中，指定每个角的角半径值，使其  

成为圆形或方形。

1 要完全控制用户界面，请使用“显示 / 隐藏菜单栏”和“显示 / 隐藏工具栏”脚本步骤来隐藏菜

单栏和工具栏。请参阅 “FileMaker Pro 帮助”。

屏幕尺寸
要优化纵向和横向方向的设计，请将布局的宽度限制为不超过纵向方向的屏幕宽度。这样，用户不

必左右滚动即可看见数据。

尽量使那些需要 佳可见度的信息始终处于屏幕中两个方向的正中间位置。

使用 FileMaker Pro 的自动调整大小设置对布局纵向和横向的旋转效果进行优化。

选择字体
选择字体时，请考虑设计所针对的平台。一些字体根据平台不同而不同。

并非所有字体在台式机或在设备上均受支持，而且 iOS 支持的字体以后可能会有变化。请确保在  

计划使用的所有平台上测试解决方案。

文本样式
可以在 FileMaker Go 中查看以下文本样式：黑体、斜体、下划线、字下加下划线、双下划线、标   

题大写、全部大写、全部小写和加删除线。

FileMaker Go 不支持高亮显示、缩进、扩展、小型大写字母、上标或下标。

编辑文本时，您可以更改为 iOS 中可使用的任何字体，选择受支持的文本类型，以及将文本颜色  

更改为所选布局支持的文本颜色。

用于输入文本、数字、日期、时间和时间戳字段的键盘
在检查器的 “数据”选项卡中，可以设置文本、数字、日期、时间和时间戳字段，以便使用特定

的键盘类型帮助您快速地在 FileMaker Go 中输入数值。请参阅 “FileMaker Pro 帮助”。

在 iOS 设备上输入数据的注意事项
1 仅字段支持 Tab 顺序。可以设置通过 Tab 和 Return 键 （但不是 Enter 键）转到下一个字段。

1 用户在点击字段时，请考虑使用 “启用触控键盘”脚本步骤来启用或禁用触控键盘。使用

Get （触控键盘状态）检查触控键盘的当前设置。请参阅 “FileMaker Pro 帮助”。

1 不能使用设备上的索引将值插入字段中，并且无法选择 “使用现有值自动完成”。

1 在容器字段中可能无法正确显示段落对齐、行间距和缩进。要防止发生这些外观显示问题，请

在容器字段中使用中央对齐。

1 “自动更正”设置在那些将脚本触发器设置为捕获按键的文本字段中无效。

1 每次可以编辑大约 64K 文本。

1 亚洲语言：不支持横向文本。在那些将脚本触发器设置为捕获按键的文本字段中，输入方法编

辑器 (IME)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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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设备性能注意事项

容器字段
对于所含图像位于远程文件中的容器字段，在将图像发送到设备之前，主机会对图像进行缩放。对

于所含图像位于本地文件中的容器字段，请使用较小的图像以提高性能。

布局
请建立包含 少对象的多个布局，而不是包含很多对象的一个布局。

有关设计布局的信息，请参阅第 15 页上的 “设计布局和字段的提示”。

脚本触发器
要改进性能，请在脚本触发器中使用简单脚本。

外部键盘
某些按键在外部键盘上具有不同行为。

功能 在 FileMaker Go 中的行为

Web 查看器
如果设备有足够的内存，则您可以有多个活动 Web 查看器。

设备内存 活动 Web 查看器的 大数量

Tab 键 对于显示屏幕键盘的字段类型，支持该键。

不支持 Shift-Tab。

撤消、重做、剪切、复制、粘贴、全选键 支持

用于在记录间移动的按键（例如， Control- 向下 

箭头）

不支持 

修饰键（例如， Option 或 Alt） 不支持

弹出键 隐藏或显示屏幕键盘

箭头键 对于值列表、日期 / 时间 / 时间戳选取器，不支持

256 MB 1

512 MB 3

1 GB 或更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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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FileMaker Go 中的文件

本章提供关于保护文件和保持信息安全的信息。

打开采用密码保护的文件
用户尝试在 FileMaker Go 中打开受保护文件时，将出现对话框提示他们指定帐户和密码。   

FileMaker Go 将按指定顺序检查以下设置，以确定如何打开受保护文件。如果这些设置均未使用，  

则用户需要输入登录信息才能打开文件。

1.用于自动登录的 “文件选项”对话框 

在 FileMaker Pro 中，通过使用 “文件选项”对话框，可以在打开文件时使用特定帐户和密码   

自动登录。

2.用户手动覆盖

在 FileMaker Go 中，用户在打开文件时，通过在文件列表中触摸并按住文件名，可以临时绕过   

默认登录信息。如果释放文件名，将显示一个对话框，用户可以在其中输入其他帐户和密码。

3.保存在钥匙串访问中的密码

在 FileMaker Pro 中，可使用 “文件选项”对话框允许在钥匙串访问中保存密码。然后，在   

FileMaker Pro 中，如果用户不想在每次打开文件时都得输入密码，则可以打开“保存在钥匙串  

访问中”。请参阅 “FileMaker Go 帮助”。

重要说明  对于具有敏感数据的解决方案，不应启用钥匙串访问来保存密码。

在多任务后登录
在设备上按“Home”按钮时，FileMaker Go 将转到后台运行，并保存文件的状态。在接电话时，  

FileMaker Go 也会保存文件的状态。切换回 FileMaker Go 时，将返回到此前的状态。

可以对文件进行配置，以便在后台运行指定时段之后需要重新进行身份验证。请参阅第 19 页上的  

“使用 fmreauthenticate 扩展权限”

在 FileMaker Go 转到后台运行之后，必须重新输入帐户和密码才能返回到文件，除非：

1 正在使用 “来宾”帐户。

1 您的帐户名和密码与在 FileMaker Pro 的 “文件选项”对话框中所设置的帐户名和密码匹配。

1 在 fmreauthenticate 扩展权限中指定的时间限制之前，您已经返回到文件。

1 正在使用没有 fmreauthenticate 扩展权限的帐户。

1 已在钥匙串访问中保存了密码。

注意  这些条件还适用于从 FileMaker Pro 更早版本转换而来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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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mreauthenticate 扩展权限
使用 fmreauthenticate 扩展权限可以控制用户在指定时段不使用 FileMaker  Go 之后何时必须重新      

进行身份验证。

使用此权限，在 FileMaker Go 切换到前台时，如果超过指定时限，则用户必须重新输入帐户名和   

密码。在 FileMaker Go 关闭文件之前，用户可以尝试输入其帐户名和密码，尝试次数为五次。

默认情况下，在 FileMaker Pro 中创建的新权限集包含关键字 fmreauthenticate10。

用户在任何时候离开 App 的上下文环境 （包括 iOS 警报和休眠），都将激活 fmreauthenticate 扩      

展权限。

如果文件是从 FileMaker Pro 的早期版本转换而来，则 FileMaker Pro 会将 fmreauthenticate0 和        

fmreauthenticate10 添加到转换文件的关键字列表，并针对所有现有账户使用 fmreauthenticate0  
扩展权限。

保护远程和本地文件的建议 

如果文件需要较低安全性
1 为由 FileMaker Server 提供服务的文件设置较长的服务器空闲时间。

1 使用 fmreauthenticate 扩展权限增加需要重新登录的时限分钟数。

1 不要使用 fmreauthenticate 扩展权限。

如果文件需要更高安全性 — 每个 iOS 设备一个用户 

远程文件

尝试在指定时间量时在安全需求和用户方便性之间取得平衡：

1 在必须提供密码之前 

1 服务器空闲时间

1 使用 fmreauthenticate 扩展权限之前需要重新登录

本地文件

1 采取其他预防措施，防止他人访问已丢失或被盗设备上的文件。

1 使用 fmreauthenticate 扩展权限可以 大程度减少未经授权的访问。

如果文件需要更高安全性 — 每个 iOS 设备多个用户 
1 设置立即必需的密码。

1 将 fmreauthenticate 扩展权限设置为 fmreauthenticate0。

1 应当要求用户输入密码，然后使用其自己的帐户登录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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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示
要限制未经授权的访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重要说明：设置密码以便在设备上启用 iOS 数据保护功能。

1 使用免费的 Find My iPad 或 Find My iPhone App。使设备启用远程密码锁定和远程擦除功能。

1 使用 Get （固定 ID）函数可以帮助标识访问您的解决方案的设备。

注释

1 FileMaker Go 不支持 IPv6 文件引用或地址。

1 如果主机要求客户端关闭并且在 30 秒之后没有响应，则 FileMaker Go 将尝试关闭文件，并且     

警报消息将关闭。

1 设备不支持文件恢复。

SSL 证书
有关受支持证书的信息，请参阅 FileMaker 知识库：http://help.filemaker.com。

http://help.filem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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