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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第 1 章 

Force.com API 简介 

本章内容： 

• 何时应该使用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 自定义、集成和扩展 Salesforce 解决

方案 

• 受支持的 Salesforce 版本 
• 标准遵从性 
• 开发平台 
• API 支持策略 

• 选择一个 WSDL 
• 相关资源 

• 16.0 版中的新特性 

• 快速入门 
 

Salesforce 支持使用一个简单、功能强大且安全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以下简称“此 API”），以编程方式访问组织的信息。要使

用本文档，应该基本熟悉软件开发、Web 服务和 Salesforce 用户界面。 

本指南中介绍的任何功能都只有在组织启用了此 API 特性之后才可用。此特性在

完整版、企业版和开发人员版中默认已启用。一些专业版组织可能也启用了此

API。如果无法访问在此指南中看到的特性，请联系 salesforce.com。 

注意：Salesforce.com 培训服务提供了一套培训课程，指导开发人员设

计、创建、集成和扩展在 Apex 平台上构建的应用程序。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salesforce.com/training。 

http://www.salesforce.com/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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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应该使用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Salesforce 预构建应用程序提供了强大的 CRM 功能。此外，Salesforce 支持自定义预构建应用程序以满足组织需求。但是，组

织可能拥有不受现有功能支持的复杂业务流程。对于这种情况，Force.com 平台为管理员和开发人员提供了许多方式来实现自定

义功能。这些方式包括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Apex 和 Visualforce。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如果想要向一次仅处理一种记录类型并且不需要任何事务控制（比如设置一个保存点（Savepoint）或回滚更改）的复合应用

程序添加功能，可以使用标准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调用。 

Apex 

如果想要执行以下操作，可以使用 Apex： 

• 创建 Web 服务 

• 创建电子邮件服务 

• 对多个对象执行复杂的验证 
• 创建不受工作流支持的复杂业务流程 

• 创建自定义事务逻辑（发生在整个事务上而不是单个记录或对象上的逻辑） 
• 将自定义逻辑附加到另一项操作上，比如保存一条记录，以便只要执行该操作就会发生该逻辑，无论操作是在用户界面、

Visualforce 页面中还是从 Web Services API 发起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 Force.com Apex Code Developer’s Guide。  

Visualforce 

Visualforce 包含一种基于标记的标记语言，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种构建应用程序和自定义 Salesforce 用户界面的更加强大的方

式。使用 Visualforce 可以： 

• 构建向导和其他多步流程 

• 通过应用程序创建自己的自定义流控件 

• 定义导航模式和特定于数据的规则，以实现 优、高效的应用程序交互 

更多信息请参阅 Visualforce 开发人员指南。 

自定义、集成和扩展 Salesforce 解决方案 

Force.com 平台支持使用您选择的语言和平台自定义、集成和扩展您的 Salesforce 组织： 

• 使用自定义字段、链接、对象、页面布局、按钮、记录类型、s 控件和标签来自定义 Salesforce，以满足特定的业务需求。 

• 使用您组织的 ERP 和财务系统来集成 Salesforce，向公司门户提供实时的销售和支持信息，使用客户信息填充关键业务系

统。 

• 使用能够反映您组织的业务需求的新功能，在演示文稿、业务逻辑和数据服务方面扩展 Salesforce。 

Force.com%20Apex%20Code%20Developer%E2%80%99s%20Guide
Visualforce%20%E5%BC%80%E5%8F%91%E4%BA%BA%E5%91%98%E6%8C%87%E5%8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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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orce.com 解决方案、开发人员资源和社区资源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Developer Force。 

受支持的 Salesforce 版本 

要使用此 API，组织必须使用企业版、完整版或开发人员版。如果您已经是一位 Salesforce 客户并且希望升级到企业版或完整

版，请联系您的客户代表。 

要开发 Web 服务客户端应用程序，强烈建议使用开发人员沙箱（Developer Sandbox）这是对您的 Salesforce 部署精确复

制，包括所有自定义数据。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salesforce.com/products/sandbox.jsp。 

开发人员版能够访问企业版中提供的所有特性。开发人员版仅受到用户数量和存储空间量的限制。开发人员版提供的开发环境

支 持 在 不 影 响 组 织 的 实 时 数 据 的 前 提 下 构 建 和 测 试 您 的 解 决 方 案 。 开 发 人 员 版 帐 户 可 从

http://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Getting_Started 免费获得。 

标准遵从性 

此 API 的实现遵从以下规范： 
 
标准名称 网站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1.1 

http://www.w3.org/TR/2000/NOTE-SOAP-20000508/ 

Web 服务描述语言（Web Service Description Language，
WSDL）1.1 

http://www.w3.org/TR/2001/NOTE-wsdl-20010315 

WS-I 基本概要（WS-I Basic Profile）1.1 http://www.ws-i.org/Profiles/BasicProfile-1.1-
2004-08-24.html 

 

开发平台 

此 API 适用于当前的 SOAP 开发环境，包括但不限于 Visual Studio.NET 2005 和 Apache Axis。本文档提供了使用 Java 和 C# 
(.NET)编写的示例。Java 示例基于 Apache Axis 1.3 和 JDK 5.0（Java 2 平台标准版开发工具包 5.0）。关于 Apache Axis 1.3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s.apache.org/axis/。要查看兼容开发平台的完整列表和更多示例代码，请访问

developer.force.com。 

注意：各种开发平台的 SOAP 实现不同。某些开发平台中的实现差异可能会阻止访问此 API 中的部分或所有特性。如

果您正在使用 Visual Studio for .NET 进行开发，建议使用 Visual Studio 2003 或更高版本。 

API 支持策略 

Salesforce.com 建议新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 新版本的 Force.com WSDL 文件，以充分利用更丰富的特性并提高效率。可以通

过单击 Setup➤Developer➤API 找到适用于您组织的 新 WSDL。当一个新版本发布时，在“快速入门”中使用以下步骤来

更新您的 WSDL：

Developer Force
http://www.salesforce.com/products/sandbox.jsp
developer.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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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生成 WSDL 文件（参阅“步骤 2：生成或获取 Web Service WSDL”） 
• 将其导入到您的环境中（参阅“步骤 3：将 WSDL 文件导入您的开发平台”） 

向后兼容性 

Salesforce.com 一直致力于在使用 Force.com 平台时能够轻松实现向后兼容性。每个新的 Salesforce 版本都包含两个组成部

分： 

• 一个新的平台软件版本，驻留在 salesforce.com 系统上 

• 一个新的 API 版本 

例如，Winter '07 版本包含 API 9.0，而 Summer '07 版本包含 API 10.0。 

我们会在所有平台软件版本中维持对每个 API 版本的支持。此 API 是后向兼容的，所以针对给定 API 版本创建的应用程序能够

继续适用于未来平台软件版本中的相同 API 版本。 

Salesforce.com 不保证针对一个 API 版本编写的应用程序将适用于未来的 API 版本：方法签名和数据表示中的变化通常是我们

继续增强 API 所必需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保持此 API 在版本之间的一致性，如果将应用程序移植到较新的 API 版本需要

执行任何更改，我们会将更改减到 少。 

例如，使用随 Winter ’07 版本发布的 API 9.0 编写的应用程序将继续适用于 Summer ’07 及未来的更高版本中的 API 9.0。但

是，同一个应用程序可能无法在不经修改的情况下适用于 API 10。 

API 支持终止 

Salesforce.com 努力为每个 API 版本提供从 初发布之日起 短 3 年的支持。为了改善此 API 的质量和性能，发布超过 3 年的

版本可能不再受支持。 

当计划终止对一个 API 版本的支持时，会在终止对此 API 版本的支持之前至少一年提前发布终止支持通知。Salesforce.com 将

直接通知使用计划终止支持的 API 版本的客户。 

选择一个 WSDL 

可以为两种 Force.com Web 服务获得可供 API 访问的 WSDL 文件： 

• Force.com 企业 WSDL—此 API 适用于大多数企业用户，他们为自己的组织开发客户端应用程序。企业 WSDL 文件是组织

数据的一种强类型表示。它向您的开发环境提供了关于您的模式、数据类型和字段的信息，支持将在它与 Force.com Web
服务之间进行更加紧密的集成。如果在组织的 Salesforce 配置中添加、重命名或删除了自定义字段或自定义对象，此 WSDL
将会更改。如果您正在下载企业 WSDL 并且在您的组织中安装了托管包，您需要执行一个额外步骤来选择要包含到生成的

WSDL 中的每个已安装包的版本。 

在生成企业 WSDL 时应注意以下方面： 

- 如果在组织信息中添加了新的自定义字段或对象，或者重命名或删除了现有自定义字段或对象，您需要重新生成

WSDL 文件，以便能够访问新的字段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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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的 WSDL 包含组织中的对象和字段，包括每个已安装包的选定版本中的可用对象和字段。如果一个字段或对象被

添加到较新的包版本中，您必须使用该包版本生成企业 WSDL，以在您的 API 集成中使用该对象或字段。 

• Force.com 合作伙伴 WSDL—此 API 适用于为多个组织开发客户端应用程序的 salesforce.com 合作伙伴。作为 Salesforce
对象模型的弱类型表示，合作伙伴 WSDL 可用于访问任何组织内部的数据。 

相关资源 

salesforce.com 开发人员网站提供了全面的开发人员工具包、示例代码、示例 SOAP 消息、基于社区的支持以及其他资源，以

为您的开发项目提供帮助。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Getting_Started，或者

访问 http://developer.force.com/join 以注册获取免费的开发人员版的帐户。 

可以在以下网站中找到关于 Salesforce 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 

• Salesforce.com，了解关于 Salesforce 应用程序的信息。 

• Force.com AppExchange，访问为 Salesforce 创建的应用程序。 

• Salesforce.com Community，了解确保 Salesforce 客户取得成功的服务。 

Version 16.0 的新特性 

一般增强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以针对 Summer '09 版本进行了改进： 

新对象 

API 16.0 中新增了以下对象： 

• DivisionLocalization 对象表示一个部门中的一个标签的已转换值。 

• OrgWideEmailAddress 对象表示用户配置文件的一个电子邮件别名。 

• RecordTypeLocalization 对象表示一种记录类型中的一个标签的已转换值。 

已更改的对象 

API 16.0 中更改了以下对象： 

• 下面的 Account 对象字段现在支持 update()调用： 

- IsCustomerPortal 

- IsPartner 

• API 16.0 和更新版本要求用户拥有 Transfer Record 权限才能更新 Account 对象上的 OwnerID 字段（转换帐户所有

权）。 
• ApexPage和ApexComponent对象已添加了ApiVersion字段，以支持对Visualforce页面和组件的版本控制。

http://www.salesforce.com/
http://www.salesforce.com/appexchange
http://www.salesforce.com/community


 

 14

• ActivityHistory 对象不再支持 IsOnlineMeeting 字段，因为 Salesforce 不再支持 WebEx 集成特性。 

• 在 API 16.0 和更新版本中，CampaignMember 对象上的 create()调用仅创建一个新记录；在早期的 API 版本中，

CampaignMember 对象上的 create()调用会创建和更新记录。 

在 API 16.0 和更新版本中，upsert()调用创建和更新记录，并且受 CampaignMember 对象支持；在早期的 API 版本

中，upsert()调用不受支持。 

要在 API 16.0 和更新版本中更新现有活动成员记录，可以使用 update()调用并指定要更新的 CampaignMember 记录

的 ID。 

• Event 对象字段 IsVisibleInSelfService 现在支持 update()调用。 
• Task 对象字段 IsVisibleInSelfService 现在支持 update()调用。 
• Task 对象添加了以下新字段，以支持再次发生的任务： 

- IsRecurrence 

- RecurrenceActivityID  

- RecurrenceDayOfMonth  

- RecurrenceDayOfWeek 

- RecurrenceDayOfWeekMask  

- RecurrenceEndDateOnly 

- RecurrenceInstance 

- RecurrenceInterval 

- RecurrenceMonthOfYear 

- RecurrenceStartDateOnly  

- RecurrenceTimeZoneSidKey  

- RecurrenceType 

• User 对象包含新的 IsPortalEnabled 字段，该字段指示一个用户是否拥有访问一个合作伙伴门户或客户门户的权

限。IsPortalEnabled 字段支持禁用门户用户特性。 
• Case 和 CaseComment 对象添加了以下新字段，以支持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 ConnectionReceivedID  

- ConnectionSentID 

• 如果正在使用 API 15.0 或更早版本上传销售线索，并且批处理集合中的一个销售线索的所有者是一个合作伙伴用户，

那么批处理集合中所有销售线索的 Partner Account 字段都将被设置为该合作伙伴用户的帐户，无论该合作伙伴用

户是否是所有者。在 16.0 版本中，Partner Account 设置为拥有该销售线索的合作伙伴用户的正确帐户。如果销

售线索的所有者不是合作伙伴用户，此字段将保留空白。 

已更改的调用 

• 当使用 sendEmail()发送一封邮件时，可以指定新的可选参数 OrgWideEmailAddressId 的值。 
• 在 query()或使用 SOQL 的其他地方，比如一段 Apex 脚本中，SOQL SELECT 过滤器 LIKE 现在支持转义通配符%

和_。 

新 SOAP 报头 

PackageVersionHeader 指定被每个已安装托管包的一个 API 客户端引用的包版本。一个托管包可以有多个具有不同内容

和行为的版本。这个报头支持指定您的 API 客户端引用的每个包所使用的版本。如果未为一个包指定包版本，API 客户端

将使用在 Setup➤Develop➤API 中的 Version Settings 部分中选择的包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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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DL 下载页面上的新包版本设置 

WSDL 下载页面中有一个新的 Package Version Settings（包版本设置）部分（通过 Setup➤Develop➤API 访问），可

以在安装了托管包的组织中看到。包用户可以为企业 API 和合作伙伴 API 调用指定默认包版本。如果一个 API 调用未提

供包版本，API 调用的默认包版本提供了反馈设置。许多 API 客户端不包含包版本信息，所以默认设置会保持这些客户端

的现有行为。 

更新的企业 WSDL 下载流程 

如果您正在下载企业 WSDL 且在组织中安装了托管包，您需要采取额外的步骤来选择要包含到生成的 WSDL 中的每个已

安装包的版本。 

早期版本 

以下是早期版本中的变更信息： 

•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Summer '09: Version 15.0 的新特性 

•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Winter '09: Version 14.0 的新特性 

•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Summer '08: Version 13.0 的新特性 

•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Spring '08: Version 12.0 的新特性 

•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Winter '08: Version 11.0 的新特性 

•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Summer '07: Version 10.0 的新特性 

•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Spring '07: Version 9.0 的新特性 

•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Winter '07: Version 8.0 的新特性 

• Winter '06: Version 7.0 的新特性 

• Summer '05: Version 6.0 的新特性 

• Winter '05: Version 5.0 的新特性 

• Summer '04: Version 4.0 的新特性 

 

快速入门 

使用此主题在您的开发环境中创建一个示例应用程序。 

注意：在开始构建集成或其他客户端应用程序之前： 

 根据相应的产品文档安装您的开发平台。 
 在开始此快速入门之前通读所有步骤。您可能还希望查看本文档的剩余部分，以熟悉术语和概念。 

步骤 1：获取一个 Salesforce 开发人员版帐户 

如果您还不是开发人员社区的成员，请访问 http://developer.force.com/join 并按照说明注册一个开发人员版帐户。

即使您已经有一个企业版或完整版帐户，也强烈建议您使用开发人员版根据示例数据开发、分阶段部署和测试您的解决方案，

以保护您组织的活动数据。这对于将插入、更新或删除数据（而不是简单地读取数据）的应用程序尤其重要。 

如果您已经有一个开发人员版帐户，请确认您的用户配置文件选择了 API Enabled 权限。此权限默认已启用。更多信息，请参

阅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的帮助。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i150/index_Left.htm#StartTopic=Content/whats_new.htm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i140/index_Left.htm#StartTopic=Content/whats_new.htm
http://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What%27s_New_in_Force.com_Web_Services_API_Summer_%2708
http://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What%27s_New_in_Force.com_Web_Services_API_Spring_%2708
http://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What%27s_New_in_Force.com_Web_Services_API_Winter_%2708
http://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What%27s_New_in_Apex_Web_Services_API_Summer_%2707
http://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What%27s_New_in_Apex_Web_Services_API_Spring_%2707
http://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What%27s_New_in_Apex_Web_Services_API_Winter_%2707
http://www.salesforce.com/developer/tech-notes.jsp?tn=TN-17
http://www.salesforce.com/developer/tech-notes.jsp?tn=TN-15
http://www.salesforce.com/developer/tech-notes.jsp?tn=TN-13
http://www.salesforce.com/developer/tech-notes.jsp?tn=TN-10
http://developer.force.com/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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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生成或获取 WebService WSDL 
要访问 Force.com Web 服务，您需要一个 Web 服务描述语言（Web Service Description Language，WSDL）文件。WSDL 文

件定义您可用的 Web 服务。您的开发平台使用此 WSDL 生成一个 API 来访问它定义的 Force.com Web 服务。您可以从组织的

Salesforce 管理员那里获得 WSDL 文件，如果您拥有对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的 WSDL 下载页面的访问权限，也可以自行生成

WSDL。通过单击 Setup➤Developer➤API，可以导航到您组织 新的 WSDL。 

关于 WSDL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w3.org/TR/wsdl。  

为您的组织生成 WSDL 文件 

任何具有 Modify All Data 权限的用户都可以下载 Web 服务描述语言（WSDL）文件，以使用 API 集成和扩展 Salesforce（系统

管理员配置文件拥有此权限）。 

WSDL 文件根据您下载的 WSDL 文件类型（企业或合作伙伴）动态生成。生成的 WSDL 定义所有可供您的组织进行 API 访问的

API 调用、对象（包括标准和自定义对象）和字段。 

要为组织生成 WSDL 文件： 

1. 登录到您的企业、完整或开发人员版 Salesforce 帐户。必须以管理员或拥有 Modify All Data 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登录过

程会经过检查，以确保登录用户来自一个已知的 IP 地址。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Setting Login 
Restrictions。 

2. 单击 Setup➤Develop➤API 显示 WSDL 下载页面。 
3. 下载合适的 WSDL： 

• 如果下载的是企业 WSDL 并且在组织汇总安装了托管包，单击 Generate Enterprise WSDL。Salesforce 会提示选择要

包含到生成的 WSDL 中的每个已安装包的版本。 

• 否则，右键单击合适的 WSDL 文档的链接，将其保存到本地目录。在右键单击菜单中，Internet Explorer 用户可以选择

Save Target As，Mozilla Firefox 用户可以选择 Save Link As。 

步骤 3：将 WSDL 文件导入您的开发平台 

有了 WSDL 文件之后，需要将其导入您的开发平台，以便您的开发环境能够生成必要的对象，供在该环境中构建客户端 Web 服

务应用程序时使用。本节提供了针对 Apache Axis 和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的示例说明。关于其他开发平台的说明，请参阅该

平台的产品文档。  

注意：导入 WSDL 文件的过程对于企业和合作伙伴 WSDL 文件都是相同的。 

针对 Java 环境（Apache Axis）的说明 

Java 环境通过 Java 对象访问此 API，Java 对象充当着它们的服务器端等效程序的代理。在使用此 API 之前，您必须首先从

组织的 WSDL 文件生成这些对象。 

每个 SOAP 客户端都有自己的工具来实现此用途。对于 Apache Axis，使用 WSDL2Java 实用程序。 

注意：在运行 WSDL2Java 之前，必须在系统中安装 Axis，并且必须在类路径中引用 Axis 的所有组件 JAR 文件。 

http://www.w3.org/TR/w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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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DL2Java 的基本语法如下： 

java –classpath pathToJAR/Filename org.apache.axis .wsdl.WSDL2Java -a pathTo Wsdl/Wsdl 
Filename 

-a 开关根据您的 WSDL 为所有必要的元素（无论是否被引用）生成代码。更多信息，请参阅 WSDL2Java 文档。 

如果您的 JAR 文件不在同一个位置，可以使用以分号分隔的形式列出这些文件。例如，如果 Axis JAR 文件安装在 C:\axis-

1.3，WSDL 文件名为 my_enterprise.wsdl 并且存储在 C:\mywsdls，那么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将它们列出： 

Java –classpath  
c:\axis-1.3\lib\axis.jar;c:\axis-1.3\lib\axis-ant.jar;c:\axis-1.3\lib\axis-schema.jar; 
c:\axis-1 .3\lib\commons-discovery-0 .2 .jar;c:\axis-1 .3\lib\commons-logging-1 .0.4 .jar;
c:\axis-1.3\lib\jaxrpc.jar;c:\axis-1.3\lib\log4j-1.2.8.jar;c:\axis-1.3\lib\saaj .jar; 
c:\axis-1.3\lib\wsdl4j-1.5.2.jar;c:\axis-1.3\mail.jar;c:\axis-1.3\activation.jar;c:\axis-
1.3\wsdl4j.jar; 

\ \

此命令将在其运行的目录下生成一组文件夹和 Java 源代码文件。编译这些文件之后，它们可以包含在您的 Java 程序中供创建

客户端应用程序时使用。 

对于大多数 Java 开发环境，可以使用基于向导的工具代替命令行来执行此过程。关于 WSDL2Java 的更多信息，参阅

http://ws.apache.org/axis/java/reference.html。关于使用 WSDL2Java 和 Force.com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salesforce.com/developer/boards.jsp 上的消息板。 

针对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的说明 

Visual Studio 语言通过对象访问此 API，对象充当着它们的服务器端等效程序的代理。在使用此此 API 之前，必须首先从组织

的 WSDL 文件生成这些对象。 

Visual Studio 提供了两种导入 WSDL 文件和生成 XML Web 服务客户端的方法：基于 IDE 的方法和命令行方法。 

注意：开始之前，首先在 Visual Studio 中创建一个新应用程序或打开一个现有应用程序。此外，您需要已生成 WSDL
文件，如“为您的组织生成 WSDL 文件”中所述。 

 
XML Web 服务客户端可以是引用和使用 XML Web 服务的任何组件或应用程序。它不是必须为基于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实际

上，在许多情况下，XML Web 服务客户端可以是其他 Web 应用程序，比如 Web 表单或者甚至其他 XML Web 服务。当访问

托管代码中的 XML Web 服务时，一个代理类和.NET Framework 处理所有基础结构编码工作。 

要访问托管代码中的 XML Web 服务： 

1. 命名您的项目 Walkthrough 或将下面示例中的 using 指令更改为 your_project_name.web_reference_name。

然后，为您想要访问的 XML Web 服务添加一个对您的项目的 Web 引用。Web 引用创建一个代理类，其中的方法充当

XML Web 服务的每个公开方法的代理。 

2. 添加 Web 引用的名称空间。 
3. 创建代理类的一个实例，然后像访问任何其他类的方法一样访问该类的方法。 

要添加一个 Web 引用： 

1. 在 Project 菜单上，选择 Add Web Reference。 
2. 在 Add Web Reference 对话框的 URL 框中，输入 URL 来获得想要访问的 XML Web 服务的服务描述，比如： 

file:///c:\WSDLFiles\enterprise.wsdl 
 

http://ws.apache.org/axis/java/reference.html
http://www.salesforce.com/developer/board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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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Go，获取关于 XML Web 服务的信息。 

4. 在 Web 引用名称框中，将 Web 引用重命名为 sforce，您将为此 Web 引用使用该名称。 

5. 单击 Add Reference 为目标 XML Web 服务添加一个 Web 引用。更多信息，请参阅 Visual Studio 文档中的 Adding and 
Removing Web References 主题。 

6. Visual Studio 检索服务描述并生成一个代理类，以将您的应用程序与其他 XML Web 服务连接起来。 

注意：如果使用的是 Visual Basic .Net 1.1 和企业 WSDL，您将需要修改生成的 Web 服务客户端，以客户 Visual Studio
的客户端生成实用程序中的一个 bug。此 API 公开了两个对象（Case 和 Event），它们的名称与 Visual Basic 关键词之

间存在冲突。当创建表示这些对象的类时，Visual Studio 将使用方括号来包装类名称（[Case]和[Event]）。使用此方法

可以重用关键词。 

不幸的是，在SObject类的定义中，Visual Studio没有包装这些类名称以便在System.Xml.Serialization.XmlIncludeAttribute

中进行类引用，而这些类是 SObject 定义的一部分。要解决 Visual Studio 中的这一问题，您需要编辑针对 Case 和 Event 的
XmlIncludeAttribute 设置，如下所示。这不适用于 C#，仅适用于使用 WSDL 的企业版本时。 

System.Xml.Serialization.XmlIncludeAttribute(GetType([Event])), _ 
System.Xml.Serialization.XmlIncludeAttribute(GetType([Case])), _ 

步骤 4：示例代码演练 

导入了 WSDL 文件之后，就可以开始构建使用此 API 的客户端应用程序了。使用以下示例创建一个基本的客户端应用程序。示

例中嵌入的注释解释了代码的每一部分。 

Java 示例代码 

本节演练一个示例 Java 客户端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使用了 Apache Axis SOAP 客户端。此示例应用程序的用途是展示登录到

登录服务器的必需步骤，演示一些 API 调用的创新和后续处理。此示例应用程序执行以下主要任务： 

1. 提示用户输入 Salesforce 用户名和密码。 

2. 调用 login()来登录到单一的登录服务器，如果登录成功： 

 在会话报头设置返回的 sessionId，这是对后续的 API 调用进行会话验证所必需的。 

 将端点重设为返回的 serverUrl，这是后续 API 调用的目标。 

所有访问此 API 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在试图访问任何后续 API 调用之前，都必须返程本步骤中的任务。 

3. 调用 describeGlobal()来为组织数据检索所有可用对象的列表。 
4. 调用 describeSObject()来为检索指定对象的元数据（字段列表和对象特性）。 
5. 调用 query()，传递一个简单的查询字符串（"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并在返回的

QueryResult 中迭代。 

注意每个 API 调用之后的错误处理代码。 

//The sample client application begins by importing the necessary packages and objects. 
package com.doc.samples; 



 

 19

 import java.io.*; 
import java. rmi . RemoteException; 

import j avax . xml. rpc. ServiceException;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fault.ExceptionCode;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fault.LoginFault;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sobject.Contact; 

/* * 
* Title: Login Sample 
* 
* Description: Console application illustrating login, session management, 
* and server redirection. 
* 

*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05- 2008 
* Company: salesforce.com 
* 
* @version 14.0 
*/ 
public class Samples { 

private SoapBindingStub binding; 
static BufferedReader rdr = new BufferedReader(new InputStreamReader(System.in)); 

public Samples()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ServiceException { Samples samples1 = 
new Samples(); 
samples1.run(); 

} 

//The sample client application retrieves the user's login credentials. 
// Helper function for retrieving user input from the console 
String getUserInput (String prompt) { 

System.out.print (prompt); 
try { 

return rdr. readLine (); 
} 
catch (IOException ex) { 

return null; 
} 

} 

/* * 
* The login call is used to obtain a token from Salesforce. * This token must be 

passed to all other calls to provide 
* authentication. 
*/ 

private boolean login() throws ServiceException { String userName = getUserInput("Enter 
username: "); String password = getUserInput("Enter password: "); 

/** Next, the sample client application initializes the binding stub. 
* This is our main interface to the API through which all 
* calls are made. The getSoap method takes an optional parameter, 
* (a java.net.URL) which is the endpoint. 
* For the login call, the parameter always starts with 
* http(s) ://www.salesforce.com. After logging in, the sample 
* client application changes the endpoint to the one specified * in the returned 

loginResult object. 
*/ 
binding = (SoapBindingStub)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getSoap(); 

// Time out after a minute binding.setTimeout (60000); // Test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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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nResult loginResult; 
try { 

System.out.println("LOGGING IN NOW...."); 
loginResult = binding.login(userName, password); 

} 
catch (LoginFault ex) { 

// The LoginFault derives from AxisFault 
ExceptionCode exCode = ex.getExceptionCode(); 
if (exCode == ExceptionCode.FUNCTIONALITY _NOT _ENABLED || 

exCode == ExceptionCode.INVALID _CLIENT | | 
exCode == ExceptionCode.INVALID _LOGIN || 
exCode == ExceptionCode.LOGIN _DURING _RESTRICTED _DOMAIN | | 
exCode == ExceptionCode.LOGIN _DURING _RESTRICTED _TIME || 
exCode == ExceptionCode.ORG _LOCKED | | 
exCode == ExceptionCode.PASSWORD _LOCKOUT || 
exCode == ExceptionCode.SERVER _UNAVAILABLE || 
exCode == ExceptionCode.TRIAL _EXPIRED || 
exCode == ExceptionCode.UNSUPPORTED _CLIENT) { 

System.out.println("Please be sure that you have a valid username " + "and 
password."); 
} else { 

// Write the fault code to the console 
System.out.println(ex.getExceptionCode()); 
// Write the fault message to the console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 
return false;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 ex.getMessage()); 

ex.printStackTrace (); 
return false; 

} 
// Check if the password has expired 
if (loginResult.isPasswordExpired()) { 

System.out.println("An error has occurred. Your password has expired."); 
return false; 

} 
/** Once the client application has logged in successfully, it will use * the 

results of the login call to reset the endpoint of the service * to the virtual 
server instance that is servicing your organization. 
* To do this, the client application sets the ENDPOINT _ADDRESS _PROPERTY * of 

the binding object using the URL returned from the LoginResult. 
*/ 
binding ._setProperty (SoapBindingStub . ENDPO INT _ADDRESS _PRO PERTY, 

loginResult . getServerUrl ()); 
/** The sample client application now has an instance of the SoapBindingStub 

* that is pointing to the correct endpoint. Next, the sample client application * 
sets a persistent SOAP header (to be included on all subsequent calls that 

* are made with the SoapBindingStub) that contains the valid sessionId * for our login 
credentials. To do this, the sample client application 

* creates a new SessionHeader object and set its sessionId property to the * 
sessionId property from the LoginResult object. 
*/ 
// Create a new session header object and add the session id 
// from the login return object 
_SessionHeader sh = new _SessionHeader(); 

sh.setSessionId(loginResult.getSessionId()); 
/** Next, the sample client application calls the setHeader method of the * 

SoapBindingStub to add the header to all subsequent method calls. This 
* header will persist until the SoapBindingStub is destroyed until the header * 

is explicitly removed. The "SessionHeader" parameter is the name of the 
* header to be added. 
*/ 
// set the session header for subsequent call authentication 
binding. 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 . getServiceName () . 

getNamespaceURI (), "SessionHeader", sh); 
// return true to indicate that we are logged in, po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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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e right url and have our security token in 

place. return true; 
} 

/* * 
* To determine the objects that are available to the logged-in user, the 

sample * client application executes a describeGlobal call, which returns all 
of the 
* objects that are visible to the logged-in user. This call should not be made 
* more than once per session, as the data returned from the call likely does 

not * change frequently. The DescribeGlobalResult is simply echoed to the 
console. */ 
private void describeGlobalSample() { 

try { 
DescribeGlobalResult describeGlobalResult; 
describeGlobalResult = binding.describeGlobal (); 
String[] types = describeGlobalResult.getTypes(); 
for (String type : types) System.out.println(type); 
getUserInput("\nDescribe global was successful.\n\nHit the enter key " 

+ "to continue....");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Failed to return types, error message was: 
\n" + ex.getMessage()); 

} 

/
* 
*

getUserInput("\nHit return to continue..."); 
} 

The following code segment illustrates the type of metadata information that 
* can be obtained for each object available to the user. The sample client 
* application executes a describeSObject call on a given object and then echoes
* the returned metadata information to the Object metadata information
* 
* 

includes permissions, field types and length and available values 
fields and types for referenceTo fields. 

for picklist 

*/ 
private void describeSample() { 

String objectToDescribe = getUserInput("\nType the name of the object to " 
+ "describe (try Account): "); 

try { 
DescribeSObjectResult descSObjectRslt; 
descSObjectRslt = 

binding.describeSObject(objectToDescribe); if 
(descSObjectRslt != null) { 

// Report object level information 
Field[] fields = descSObjectRslt.getFields(); 

String objectName = descSObjectRslt.getName(); 
System.out.println("Metadata for " + objectToDescribe + " 

object:\n"); System.out.println("Object name = " + objectName); 
System.out.println("Number of fields = " + 

fields.length); System.out.println("Object can be 
activated = " + 

descSObjectRslt.isActivateable ()); 
System.out.println("Can create rows of data = " 

+ descSObjectRslt.isCreateable ()); 
System.out.println("Object is custom object = " 

+ descSObjectRslt.isCustom()); 
System.out.println("Can delete rows of data = " 

+ descSObj ectRslt. isDeletable ()); 
System.out.println("Can query for rows of data = " 

+ descSObj ectRslt. isQueryable ()); 
System.out.println("Object used in replication = " 

+ descSObj ectRslt. isReplicateable ()); 
System.out.println("Can retrieve object = " + 

descSObjectRslt.isRetrieveable ()); 
System.out.println("Can search object = " + 

descSObjectRslt.isSearchable ()); 
System.out.println("Can un-delete = " + 

descSObj ectRslt. isUndeletable ()); 
System.out.println("Can update = " + 



 

 22

 

 
 
 
 
 
descSObjectRslt.isUpdateable ()); 

System.out.println("\nField metadata for " + objectToDescribe 
+ " object:\n"); 

// Report information about each field 
if (fields != null) { 

for (Field field : fields) { 
PicklistEntry[ ] picklistValues = field.getPicklistValues (); 

String[] referenceTos = field.getReferenceTo(); 
System.out.println("************* New Field ***************"); 
System.out.println("Name = " + field.getName()); 
System.out.println("Label = " + field.getLabel()); 
System.out.println("Length = " + field.getLength()); 
System.out.println("Bytelength = " + field.getByteLength()); 
System.out.println("Digits = " + field.getDigits()); 
System.out.println("Precision = " + field.getPrecision()); 
System.out.println("Scale = " + field.getScale()); 
System.out.println("Field type = " + field.getType()); 
// field properties 
System.out.println("Custom field = " + field.isCustom()); 

System.out.println("Name field = " + field.isNameField()); 
System.out.println("Can set field value on Create = " + 

field.isCreateable ()); 
System.out.println("Can set field value on Update = " 

+ field.isUpdateable ()); 
System.out.println("Can be used to filter results = " + 

field.isFilterable ()); 
System.out.println("Field value can be empty = " 

+ field.isNillable ()); 

  

System.out.println("Field value 
is 
field.isDefaultedOnCreate()); 

System.out.println("Field value is

defaulted on Create = 

calculated = " + 

" + 

System.out.println("Field value a restricted picklist = " + 
field.isRestrictedPicklist ()); 

if (picklistValues != null) { 
System.out.println("Picklist values = "); 
for (PicklistEntry picklistValue : picklistValues) { 

if (picklistValue.getLabel() != null) 
System.out.print(" item: " + picklistValue.getLabel()); 

else 
System.out.print(" item: " + picklistValue.getValue()); 

System.out.print(", value = " + 
picklistValue.getValue()); System.out.println(", is 
default = " + picklistValue.isDefaultValue ()); 

} 
} 
if (referenceTos != null) { 

System.out.println("Field references the following objects:"); 
for (String referenceTo : referenceTos) System.out.println(" " 

+ referenceTo); 
} 
System. out .println ( ""); 

} 
getUserInput("\nDescribe " + objectToDescribe + 

" was successful.\n\nHit the enter key to continue...."); 
}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Failed to get " + objectToDescribe + 
" description, error message was: \n " + 

ex.getMessage()); getUserInput("\nHit return to contin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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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The sample client application executes a query by invoking the query call, 
* passing a simple query string ("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 
* and iterating through the returned QueryResult. 
*/ 
private void querySample() { 

_QueryOptions qo = new _QueryOptions(); 
qo.setBatchSize (200); 
binding. 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 . getServiceName () . 
getNamespaceURI (), "QueryOptions", qo); 

try { 
QueryResult qr = binding.query("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 

if (qr.getSize() > 0) { 
System.out.println("Logged in user can see " 

+ qr.getRecords() .length + " contact records. "); 
do { 

// output contact records 
for (int i = 0; i < qr.getRecords () .length; i++) { 

Contact con = (Contact) qr.getRecords(i); 
String fName = con.getFirstName(); 
String lName = con.getLastName(); 
if (fName == null) { 

System.out.println("Contact " + (i + 1) + ": 
" + lName); 

} else { 
System.out.println("Contact " + (i + 1) + ": 

" + fName + " " + lName); 
} 

} 

if (!qr.isDone()) { 
qr = binding. queryMore (qr. getQueryLocator ()); 

} else { 
break; 

} 
} while (qr.getSize() > 0); 

} else { 
System.out.println("No records found."); 

} 

getUserInput("Query succesfully executed. \nHit return to 
continue...");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Failed to execute query succesfully, error message 
was:" + "\n" + ex.getMessage()); 

getUserInput("\nHit return to continue..."); 
} 
} 

private void run() throws ServiceException { 
if (login()) { 

getUserInput("SUCCESSFUL LOGIN! Hit the enter key to 
continue."); describeGlobalSample (); 

describeSample (); 
querySample (); 

} 
} 

} 

C#示例代码 

本节演练一个 C#示例客户端代码。此示例应用程序的用途是展示登录的必需步骤，演示一些 API 调用的创新和后续处理。 

此示例代码执行以下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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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示用户输入 Salesforce 用户名和密码。 

2. 调用 login()来登录到单一的登录服务器，如果登录成功： 

• 在会话报头设置返回的 sessionId，这是对后续的 API 调用进行会话验证所必需的。 

• 将端点重设为返回的 serverUrl，这是后续 API 调用的目标。 

所有访问此 API 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在试图访问任何后续 API 调用之前，都必须完成本步骤中的任务。 

3. 调用 describeGlobal()来为组织数据检索所有可用对象的列表。describeGlobal 方法决定登录用户可用的对象。每

次会话执行此调用的次数不应多于一次，因为此调用返回的数据不太可能频繁变化。describeGlobalResult 会将返回

的数据回送到控制台。 

4. 调用 describeSObject()来为检索指定对象的元数据（字段列表和对象特性）。describeSObject 方法演示了可以

获得的用户可用的每个对象的元数据信息类型。示例客户端应用程序在给定对象上执行一个 describeSObject()调用，

然后将返回的数据回送到控制台。对象元数据信息包括权限、字段类型和长度，以及下拉列表字段的可用值和

referenceTo 字段的类型。 
5. 调用 query()，传递一个简单的查询字符串（"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并在返回的

QueryResult 中迭代。 

在下面的示例代码中，API 调用和其他重要代码已使用粗体标识出来。此外，注意每个 API 调用之后的错误处理代码。 

以下是 C#示例客户端应用程序的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 Collections. 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eb.Services .Protocols;  
using Walkthrough.sforce; 

namespace Walkthrough 
{ 

class WalkthroughSample 
{ 

private SforceService binding; 
static private WalkthroughSample walkthroughSample; 
[STAThread]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walkthroughSample = new WalkthroughSample(); 
walkthroughSample . run (); 

} 

public void run() 
{ 

//Call the login 
call if (login()) 
{ 

//Do a describe global 
describeGlobal (); 

//describe an account 
object describeSObject 
("account"); 

//retrieve some data using 
query querySampl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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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bool login() 
{ 

Console.Write ("Enter username: "); 
string username = Console.ReadLine(); 
Console.Write ("Enter password: "); 
string password = Console.ReadLine(); 

// Create a service object 
binding = new SforceService(); 

// Timeout after a 
minute binding.Timeout = 
60000; 

// Try logging in 
LoginResult lr; 
try 
{ 

Console.WriteLine("LOGGING IN NOW..."); 
lr = binding.login(username, password); 

} 
// ApiFault is a proxy stub generated from the WSDL contract when 
// the web service was imported 
catch (SoapException e) 
{ 

// Write the fault code to the console 
Console.WriteLine (e.Code); 

// Write the fault message to the console 
Console.WriteLine("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 e.Message); 

// Write the stack trace to the console 
Console .WriteLine (e . StackTrace); 

// Return False to indicate that the login was not successful 
return false; 

} 

// Check if the password has expired 
if (lr.passwordExpired) 
{ 

Console.WriteLine("An error has occurred. Your password has expired."); 
return false; 

} 

/** Once the client application has logged in successfully, it will use 
* the results of the login call to reset the endpoint of the service 
* to the virtual server instance that is servicing your organization 

*/ 
binding.Url = lr.serverUrl; 

/** The sample client application now has an instance of the SforceService * 
that is pointing to the correct endpoint. Next, the sample client 
* application sets a persistent SOAP header (to be included on all 
* subsequent calls that are made with SforceService) that contains the * 

valid sessionId for our login credentials. To do this, the sample 
* client application creates a new SessionHeader object and persist it to * 

the SforceService. Add the session ID returned from the login to the 
* session header 
*/ 
binding.SessionHeaderValue = new SessionHeader(); 
binding. SessionHeaderValue. sessionId = lr . sessionId; 

// Return true to indicate that we are logged in, pointed 
// at the right URL and have our security token in place. 
return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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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vate void describeGlobal() 
{ 

//The describe global will return an array of object nam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the logged-in user 
DescribeGlobalResult dgr = binding.describeGlobal (); 

Console.WriteLine("\nDescribe Global Results:\n"); 

//Loop through the array echoing the object names to the console 
for (int i = 0; i < dgr.types.Length; i++) 
{ 

Console.WriteLine (dgr.types[ i]); 
} 
Console.WriteLine("\n\nHit enter to continue..."); 
Console.ReadLine(); 

} 

private void describeSObject (string objectType) 
{ 

//Call the describeSObject passing in the object type name 
DescribeSObjectResult dsr = 

binding.describeSObject (objectType); 

//The first properites we will echo are on the object itself 

//First we will output some Descriptive info on the object 
Console.WriteLine ("\n\nObject Name: " + dsr.name); 
if (dsr.custom) Console.WriteLine("Custom Object"); 
if (dsr.label != null) Console.WriteLine("Label: " + dsr.label); 

//now the permissions on the object 
if (dsr.activateable) Console.WriteLine("Activateable"); 
if (dsr.createable) Console.WriteLine ("Createable"); 
if (dsr.deletable) Console.WriteLine("Deleteable"); 
if (dsr.queryable) Console.WriteLine("Queryable"); 
if (dsr.replicateable) Console.WriteLine("Replicateable"); 
if (dsr.retrieveable) Console.WriteLine ("Retrieveable"); 
if (dsr.searchable) Console.WriteLine ("Searchable"); 
if (dsr.undeletable) Console.WriteLine("Undeleteable"); 
if (dsr.updateable) Console.WriteLine("Updateable"); 

//Now we will retrieve meta-data about each of the fields 
for (int i = 0; i < dsr.fields.Length; i++) 
{ 

//Create field object for readability 
Field field = dsr.fields[ i]; 

//Echo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Console.WriteLine("Field name: " + field.name); 
Console.WriteLine("\tField Label: " + field.label); 

//This next property indicates that this 
//field is searched when using 
//the name search group in SOSL 
if (field.nameField) 

Console.WriteLine("\tThis is a name field."); 
if (field.restrictedPicklist) 

Console.WriteLine ("This is a RESTRICTED picklist field."); 
Console.WriteLine("\tType is: " + field.type.ToString()); 
if (field.length > 0) 

Console.WriteLine("\tLength: " + field.length); 
if (field.scale > 0) 

Console.WriteLine ("\tScale: " + field.scale); 
if (field.precision > 0) 

Console.WriteLine ("\tPrecision: " + field.precision); 
if (field.digits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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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WriteLine("\tDigits: " + field.digits); 
if (field.custom) 

Console.WriteLine("\tThis is a custom field."); 
//Output the permission on this field. 
if (field.nillable) Console.WriteLine("\tCan be nulled."); 
if (field.createable) Console.WriteLine("\tCreateable");  
if (field.filterable) Console.WriteLine("\tFilterable");  
if (field.updateable) Console.WriteLine("\tUpdateable"); 

//If this is a picklist field, we will show the values 
if (field.type.Equals (fieldType.picklist)) 
{ 

Console.WriteLine ("\tPicklist Values"); 
for (int j = 0; j < field.picklistValues.Length; j++) 

Console.WriteLine("\t\t" + field.picklistValues[ j] .value); 
} 

//If this is a foreign key field (reference), 
//we will show the values 
if (field.type.Equals (fieldType.reference)) 
{ 

Console.WriteLine ("\tCan reference these objects:"); 
for (int j = 0; j < field.referenceTo.Length; j++) 

Console.WriteLine("\t\t" + field.referenceTo[ j] ); 
} 
Console.WriteLine (""); 

} 

Console.WriteLine("\n\nHit enter to continue..."); 
Console.ReadLine(); 

} 
private void querySample() 
{ 

//The results will be placed in qr 
QueryResult qr = null; 

//We are going to increase our return batch size to 250 items 
//Setting is a recommendation only, different batch sizes may  
//be returned depending on data, to keep performance optimized.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 new QueryOptions();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batchSize = 250;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batchSizeSpecified = true; 

try 
{ 

qr = binding.query("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 
bool done = false; 
if (qr.size > 0) 
{ 

Console.WriteLine("Logged-in user can see " 
+ qr.records.Length + " contact records."); 

while (!done) 
{ 

Console.WriteLine (""); 
for (int i = 0; i < qr.records.Length; i++) 
{ 

Contact con = (Contact)qr.records[ i]; 
string fName = con.FirstName; 
string lName = con.LastName; 
if (fName == null) 

Console.WriteLine("Contact " + (i + 1) + ": " + lName); 
else 

Console.WriteLine("Contact " + (i + 1) + ": " + fName 
+ " " + lName); 

} 
if (qr.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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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e = true; 
} 

else 
{ 

qr = binding.queryMore(qr.queryLocator); 
} 

} 
} 
else 
{ 

Console.WriteLine ("No records found."); 
}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nFailed to execute query succesfully," + 
"error message was: \n{ 0} ", ex.Message); 

} 
Console.WriteLine("\n\nHit enter to exit..."); 
Console.ReadLin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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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标准和自定义对象基础 

一般而言，API 对象表示包含组织信息的数据库表。例如，Salesforce 数据模型

中的中心对象表示帐户——您的业务所涉及的公司和组织，比如客户、合作伙伴

和竞争对手。术语“记录”描述了一个对象的一个特定实例（比如由 Account 对
象表示的 IBM 或 United Airlines 等指定帐户）。记录类似于数据库表中的行。 

Salesforce 已为您创建的对象称为标准对象。您在自己的组织中创建的对象称为

自定义对象。要获得标准对象列表，请参阅“标准对象”。 

尽管此文档描述了此 API 中的所有可用对象，但您的应用程序只能使用您被授权

访问的独享。对对象的编程方式访问由在您的企业 WSDL 文件、您组织的配置文

件、您的安全访问（由您组织的系统管理员在您的个人配置文件中配置）以及您

的数据共享模型中定义的对象决定。更多信息请，参阅“影响数据访问的因

素”。 

可通过此 API 访问的大部分对象都是读-写对象。但是，也有少数对象是只读的。

这个事实已在对象的描述中说明。 

注意：对象 Pricebook 和 Product 不再可用，并且已从本文档中删除。 

本章内容： 

• 基本数据类型  
• 字段类型 

• API数据类型和 Salesforce字段类型 
• API 调用中使用的核心数据类型 

• 系统字段 
• 必需字段 

• 频繁发生的字段 
•  API 字段属性  

• 对象之间的关系 

• 重新标记字段、标签和 API 

• Force.com AppExchange对象前缀

与 API 

• 自定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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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类型  

此 API 使用以下基本数据类型： 
 
值 说明 
base64 

Base 64 编码的二进制数据。此类型的字段用于存储 Attachment 记录、Document 记录和 Scontrol
记录中的二进制文件。在这些对象中，Body 或 Binary 字段包含（base64 编码的）数据，而

BodyLength 字段定义 Body 或 Binary 字段中的数据长度。在 Document 对象中，可以指定文档

的一个 URL，而不用直接在记录中存储文档 

布尔型 
布尔型字段具有以下值：true（或 1）或 false（或 0） 

字节 
一组位 

日期 
日期数据。此类型的字段包含日期值，比如 Event 对象中的 ActivityDate。与 dateTime 字段不

同，date 字段不包含时间值——日期字段的时间部分不重要，并且总是设置为协调世界时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UTC）时区中的午夜。 

如果在查询中指定一个日期值，那么仅能过滤 date 字段 

日期时间 日期/时间值（时间戳）。此类型的字段处理日期/时间值（时间戳），比如 Event 对象中的

ActivityDateTime 或者许多对象中的 CreatedDate、LastModifiedDate 或

SystemModstamp。常规的日期时间字段是精确到 1 秒的完整时间戳。它们总是被转换为协调世界

时（UTC）时区。在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中，可能需要在时间戳与本地时区之间进行转换。 

如果在查询中指定了一个日期时间值，那么仅能过滤 dateTime 字段。 

各种开发工具处理时间数据的方式不同。一些开发工具报告本地时间，而其他开发工具仅报告协调

世界时（UTC）时区。要确定您的开发工具如何处理时间值，请参阅其文档。 

注意：Event 对象具有一个 DurationInMinutes 字段，该字段指定一个事件的分钟数。

尽管这是一个时间值，但它仍然为整数类型，而不是 dateTime 类型。 

双精度值 双精度值。此类型的字段可以 包含小数部分（小数点右侧的数字），比如 CurrencyType 中的

ConversionRate。在此 API 中，所有非整数值（比如货币字段类型和百分比字段类型）都包含双

精度类型的值。可以为双精度值添加一些限制： 

• scale：小数点右侧数字的 大位数 
• precision：总位数，包括小数点左侧和右侧的位数 

小数点左侧数字的 大位数等于 precision 减去 scale。在在线应用程序中，精度的定义方式有

所不同，它是小数点左侧的数字的 大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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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说明 

 如果数字太大（或者为负数），可以使用科学记数法来存储值，参阅“W3C XML Schema Part 2: 
Datatypes Second Edition specification” 

整型值 此 类 型 的 字 段 包 含 没 有 小 数 （ 小 数 点 右 侧 的 数 字 ） 的 数 字 ， 比 如 Account 中 的

NumberOfEmployees。对于整数字段，数字字段指定一个整数可以拥有的 大位数 

字符串 字符串。字符串类型的字段包含文本，有的字段具有长度限制（取决于被存储的数据）。例如，在

Contact 对象中，FirstName 字段为 40 个字符，LastName 字段为 80 个字符，MailingStreet

为 255 个字符。 

注意：包含字符串的字段的行为自 API 15.0 以后就有所不同。在 15.0 以前的 API 版本中，

如果为字段指定一个值并且该值太长，那么该值将会被截断。对于 API 15.0 及更新版本，如

果 指 定 的 值 太 长 ， 操 作 将 会 失 败 并 返 回 默 认 代 码 STRING_TOO_LONG 。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报头支持指定使用以前的截断行为来代替 API 15.0 及更新版本

中的新行为。此报头在 14.0 及以前版本中无效。受影响的字段包括：anyType、电子邮

件、加密字符串、多选下拉列表、电话号码、下拉列表、字符串和文本区域。 

时间 时间值。此类型的字段处理时间值，比如 BusinessHours 对象中的 FridayEndTime。 

各种开发工具处理时间数据的方式不同。一些开发工具报告本地时间，而其他开发工具仅报告协调

世界时（UTC）时区。要确定您的开发工具如何处理时间值，请参阅其文档 

 

这些数据类型在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与此 API 之间交换的 SOAP 消息中使用。当编写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时，请遵循为您的

编程语言和开发环境定义的数据类型规则。您的开发工具在您的编程语言中使用这些 SOAP 数据类型来处理类型数据的映

射。 

基本数据类型： 

• 在万维网联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发布的 XML Schema Part 2: Data Types 中指定，参阅以下 URL：
http://www.w3.org/TR/xmlschema-2/。 

• 在 Field 类型的 SOAPType 字段中枚举，SOAPType 在 describeSObjectResult 的 fields 属性中描述。 

基本类型用作一种标准方式来定义、发送、接收和解释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与此 API 之间交换的 SOAP 消息中的数据类型。此

外，基本数据类型通过一种特定于 Salesforce 的方式进行解释，这对于显示格式和数字转换（添加不同货币值）很有用。 

例如，Salesforce 采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将通过 SOAP 传递的双精度值解释为一个 double，具体方式取决于字段定义。如果

数据的字段类型为货币，Salesforce 处理数据显示的方式是在数据前面附加一个货币符号并插入一个小数点来表示精度。类似

地，如果字段类型为百分比，Salesforce 会在数据后面附加一个百分比符号（%）。但是，无论字段类型如何，SOAP 消息中

发送的值都为双精度。 

此 API 使用在 WSDL 中定义的名为字段类型的数据类型。更多信息请参阅“字段类型”和“为您的组织生成 WSDL 文件”。 

http://www.w3.org/TR/xmlschema-2/#double
http://www.w3.org/TR/xmlschema-2/#double
http://www.w3.org/TR/xmlschem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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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类型 

除了“基本数据类型”中介绍的基本数据类型，此 API 还为数据字段定义了以下数据类型（对应于对象属性中的可能值列

表）： 

注意：包含字符串的字段的行为自 API 15.0 开始有所不同。在 15.0 以前的 API 版本中，如果为字段设置的值太大，该

值将被截断。对于 API 15.0 及更新的版本，如果指定的值太大，那么赋值操作将会失败并返回错误代码

STRING_TOO_LONG。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报头支持在 API 15.0 及更新版本中指定使用以前的截断行为来代替

新行为。此报头在 14.0 及更早版本中无效。受影响的字段包括：anyType、电子邮件、加密字符串、多选下拉列表、电

话号码、下拉列表、字符串和文本区域。  

字段类型 字段内容 
anyType 有多种类型组合而成的数据类型，根据涉及的字段类型，返回字符串、下拉列表、引用、布尔值、

货币值、整型值、双精度值、百分比、ID、日期、日期时间、url 或电子邮件数据。参阅“AnyType
字段类型” 

计算结果 由公式定义的字段。参阅“计算结果字段类型” 

组合框 一个组合框，包含一组枚举值，允许用户指定不在列表中的值。参阅“组合框字段类型” 

货币 货币值。参阅“货币字段类型”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地址。参阅“电子邮件字段类型” 

加密字符串 已加密的文本字段，包含存储在加密表中的字母、数字或符号的任意组合。可以设置的 大长度为

175 个字符。可用于 API 11.0 及更新版本 

ID 对象的主键字段。参阅“ID 字段” 

注意，大多数 Web 服务工具，包括.NET 和 Axis 1.2 及更新版本，将在 API WSDL（企业或合作伙

伴版）中定义的 ID 简单类型映射为一个字符串。而 Axis v1.1 等其他工具生成并一个特定的 ID 类来

表示 ID 简单类型。请参阅您的 Web 服务工具包文档，了解更多信息 

主记录 当合并记录时，会保存该记录的 ID（其他记录将被删除） 

多选下拉列表 多选下拉列表，包含一组枚举值，可以从中选择多个值。参阅“多选下拉列表字段” 

百分比 百分比值。参阅“百分比字段类型” 

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其值可以包含字母字符。客户端应用程序负责设置电话号码格式。参阅“电话号码字

段类型” 
下拉列表 下拉列表，包含一组枚举值，只能从中选择一个值。参阅“下拉列表字段类型” 

引用 对不同对象的交叉引用。类似于 SQL 中的外键字段。参阅“引用字段类型” 

文本区域 字符串，显示为一个多行文本字段。参阅“文本区域字段类型” 

url URL 值。客户端应用程序通常应该将这些值显示为超链接。参阅“URL 字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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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字段类型扩展了基本数据类型，基本数据类型已在“基本数据类型”中介绍。许多字段类型都遵循在其元数据中明确规定的

常用数据类型约定，但某些字段类型具有独特的特征，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使用之前需要理解这些特征。 

这些字段类型适用于既适用于标准字段，也适用于自定义字段。它们在字段类型的 type 字段中枚举，该字段在

describeSObjectResult 的 fields 属性中描述。 

注意：一些数字字段具有精度和小数位限制。此外，某些文本字段具有长度限制。这些限制会在 create()或

update()对象时发挥作用。但是，此 API 可能返回不满足这些限制条件的数据。 

AnyType 字段类型 

anyType 字段类型是动态的，根据涉及的字段类型返回字符串、日期、数字或布尔数据。例如，如果字段类型为 string，

那么 SOAP 消息中的元素就具有一个 xsi:type="xsd:string"属性。此字段类型历史对象的 NewValue 和 OldValue 字

段中使用。它也是 fieldType 和 soapType 的一个有效字段类型。更多信息，请参阅 describeSObjectResult。 

注意：大多数 SOAP 工具包都会自动将此元素并行化为正确的本机类型。 

计算结果字段类型 

计算结果字段是此 API 中的只读字段。它们是由公式定义的字段，公式是一个算法，其值来源于其他字段、表达式或值。可以

在 SOQL 中过滤这些字段，但是不应该复制这些字段。计算结果字段的文本长度为不大于 3900 个字符，任何更长的内容都将

被截断。 

计算结果字段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称为公式字段。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主题 Building Formulas。 

组合框字段类型 

组合框是一个选择列表，也允许用户输入未在列表中指定的值。选择框定义为一个字符串值。 

货币字段类型 

货币字段包含货币值，比如 Campaign 中的 ExpectedRevenue 字段，这些值被定义为双精度类型。 

对于启用了多种货币选项的组织，会为任何包含货币字段的对象定义 CurrencyIsoCode 字段。CurrencyIsoCode 字段和

货币字段通过一种特殊方式链接起来。在任何特定字段上，CurrencyIsoCode 字段定义该字段的货币类型，进而该记录上的

所有货币字段的值都将使用该货币类型来表示。 

在大多数情况下，客户端不需要考虑在一个对象上链接 CurrencyIsoCode 字段和货币字段。但是，客户端可能需要考虑以下

因素： 

• CurrencyIsoCode 字段仅适用于启用了多货币支持的组织。 

• 当在一个用户界面中显示货币值时，首选的方式是在每个货币值前面附加上 CurrencyIsoCode 值和一个空格分隔符。 

• CurrencyIsoCode 字段是受限的下拉列表字段。允许选择的值在 CurrencyType 对象中定义，这些值在各个组织之间有所

不同。试图将其设置为未为组织定义的值将会导致操作被拒绝。 

• 如果在对象上更新 CurrencyIsoCode 字段，它将使用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为该组织定义的换算率，将该对象上的所

有货币值隐式地转换为新的货币编码。如果在相同的 update() 调用中指定货币值，新的货币值将在新的

CurrencyIsoCode 字段值中解释，而不会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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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cyIsoCode 字段中的下拉列表值无法与 Salesforce 中显示的标签精确匹配。 

要执行货币换算，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查找 CurrencyType 对象中的 CurrencyIsoCode。 

电子邮件字段类型 

电子邮件字段包含电子邮件地址。客户端应用程序负责在 create()和 update()调用中指定有效和具有正确格式的电子邮件

地址。 

ID 字段类型 

除了极少数例外，此 API 中的所有对象都有一个 ID 类型的字段，该字段名为 Id 且包含对象中每个记录的一个唯一标识符。它

类似于关系数据库中的主键。当 create()一个新记录时，Web 服务为该记录生成一个 ID 值，确保它具有正确的格式并且在您

组织的数据中是唯一的。不能在 ID 字段上使用 update()调用。由于 ID 值在记录的整个生存期中保持不变，所以在后续的 API
调用中通过记录的 ID 值来引用它。另外，ID 值包含一个用于标识对象类型的 3 字符编码，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通过

describeSObjects()调用检索该编码。 

此外，某些对象（包括自定义对象）具有一个或多个引用类型的字段，这些字段包含相关记录的 ID 值。这些字段的名称以后缀

“-Id”结尾，例如，帐户对象中的 OwnerId。OwnerId 包含拥有该帐户的用户 ID。与名为 Id 的字段不同，reference 字段

类似于外键，可以通过 update()调用更改。更多信息请参阅“引用字段类型”。 

一些 API 调用，比如 retrieve()和 delete()，接受一个 ID 数组作为参数——每个数组元素都唯一标识要检索或删除的行。

类似地，update()调用接受一个 sObject 记录数组——每个 sObject 包含一个唯一标识它的 Id 字段。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的 ID 字段包含 15 个字符、base-62、区分大小写的字符串。15 个字符中的每个字符都可以是数字值（0-
9）、小写字母（a-z）或大写字母（A-Z）。两个唯一的 ID 可能仅在大小写形式上存在区别。 

由于有许多应用程序（比如 Access）不会认为 50130000000014c 与 50130000000014C 是不同的 ID，所以所有 API 调用都会

返回 ID 的 18 个字符、不区分大小写的版本。在 Force.com API 中，18 个字符的 ID 是通过在每个 ID 之后添加一个后缀形成

的。18 个字符的 ID 可以由区分大小写的应用程序安全地比较唯一性，而且可以在所有 API 调用中创建、编辑或删除数据时使

用。 

如果需要将 18 个字符的 ID 转换为 15 个字符的版本，只需截断 后 3 个字符。Salesforce.com 建议使用 18 个字符的 ID。 

注意：大多数 Web 服务工具，包括.NET 和 Axis 1.2 及更新版本，将在 API WSDL（企业或合作伙伴版）中定义的 ID 简

单类型映射为一个字符串。而 Axis v1.1 等其他工具生成并一个特定的 ID 类来表示 ID 简单类型。请参阅您的 Web 服务工

具包文档，了解更多信息。 

多选下拉列表字段类型 

多选下拉列表字段包含一个或多个项组成的一个列表，用户可以从该列表中选择多个项。其中的一项可以配置为默认项。所选

选项以一个包含多个以分号分隔的属性的字符串形式进行维护。例如，一个查询可能以“第一个值；第二个值；第三个值”的

形式返回一个多选下拉列表的值。关于查询多选下拉列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查询多选下拉列表”。 

百分比字段类型 

百分比字段包含百分比值。百分比字段定义为双精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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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字段类型 

电话号码字段包含电话号码，电话号码中可以包含字母字符。客户端应用程序负责设置电话号码格式。 

下拉列表字段类型 

下拉列表字段包含一个由一个或多个项组成的列表，用户可从中选择一项。它们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显示为下拉列表。其

中一项可以配置为默认项。 

在与 describeSObjectResult 相关联的 Field 对象中，restrictedPicklist 字段定义字段是否为一个受限的下拉列表。此

API 不会在 create()或 update()上强制选择建议的（无限制的）下拉列表字段的值列表。当插入一个没有 PicklistEntry 的

无限制下拉列表字段时，系统会创建一个“不活动的”下拉列表值。可以通过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添加此值来将其提升为

“活动”下拉列表值。 

当创建新的不活动选择列表时，此 API 会检查是否存在匹配值。检查过程区分大小写。 

在与 describeSObjectResult 相关联的 Field 对象中，picklistValues 字段包含一个项（PicklistEntry 对象）数组。每个

PicklistEntry 定义该项的标签、值和是否为下拉列表中默认项（一个下拉列表只能有一个默认值）。 

枚举字段支持将标签本地化为用户使用的语言。例如，对于 Account 上的 Industry 字段，值 Agriculture 可以被翻译为各种

语言。枚举字段值是固定的，不会随用户语言而变化。但是，每个值可以有一个特定的“标签”来提供该值的本地化标签。在

插入或更新一个字段时必须始终使用该值。query()调用始终返回该值，而不是标签。在任何用户界面中为用户显示一个值

时，都应该使用该值在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对应的标签。 

此 API 支持在以下对象中检索特定下拉列表：CaseStatus、ContractStatus、LeadStatus、OpportunityStage、PartnerRole、
SolutionStatus、TaskPriority 和 TaskStatus。每个对象表示各自的下拉列表中的一个值。这些下拉列表条目始终会指定其他一

些信息，比如状态是否已转换等。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这些对象中的任何一个（比如 CaseStatus）上调用 query()来检索

下拉列表中的一组值，然后在处理其他对象（比如 Case 对象）时使用该信息来找到关于这些对象（比如一个给定容器）的更

多信息。这些对象只能通过此 API 读取。要修改下拉列表的中项，必须使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 

引用字段类型 

引用字段包含一个 Id 值，该值指向另一个对象上的一个唯一记录（通常为父记录）。这类似于关系数据库中的外键概念。根

据约定，引用字段的名称以字母 Id 结尾（比如 CaseId 或 OpportunityId）。例如，在 OpportunityCompetitor 对象中，

OpportunityId 字段是一个指向 Opportunity 对象的引用字段。它包含一个唯一标识一个 Opportunity 记录的 ID 值。 

在一些情况下，一个对象可以引用与其同类型的另一个对象。例如，一个 Account 可以有一个指向另一个 Account 的父链接。 

Event 和 Task 对象都具有 WhoId 和 WhatId 交叉引用 ID 字段。每个交叉引用字段都指向一个其他对象。WhoId 字段可以指

向 Contact 或 Lead，WhatId 字段可以指向一个 Account、Opportunity、Campaign 或 Case。此外，如果 WhoId 字段引用了

一个 Lead，那么 WhatId 字段必须为空。 

可以描述和查询每个交叉引用对象。当查询一个交叉引用 ID 字段时，它返回一个具有合适类型的对象 ID。然后可以查询该 ID
来获取关于该对象的更多信息，在查询的 id 字段中使用该 ID。 

交叉引用 ID 字段值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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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中的一个有效记录，或 
 一个空值，表示一个空引用 

如果交叉引用 ID 字段值非空，则可以保证它是组织中的一个对象。但是，无法保证可以查询该对象。具有 View All Data 权

限的用户始终能够查询该对象。其他用户可能无法查看或编辑被引用的对象。 

当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为一个交叉引用 ID 字段指定一个值时，所指定的值必须是类型为 ID 的有效值，而且用户

必须具有对该对象的适当的访问权限。各个字段的确切要求有所不同。 

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文本区域字段类型 

文本区域字段类型包含可以长于 4000 字节的文本。与字符串字段不同，文本区域字段无法在 query()调用的 queryString 的

WHERE 子句中指定。要在此字段上过滤记录，必须在处理 QueryResult 中的记录时进行过滤。对于具有此限制的字段，其

Field 类型中的 filterable 字段（在 describeSObjectResult 的 fields 属性中描述）为 false。 

URL 字段类型 

URL 字段包含 URL。客户端应用程序负责在 create()和 update()调用中指定有效且具有正确格式的 URL。 

API 数据类型和 Salesforce 字段类型 

一般而言，API 数据类型与 Salesforce 字段类型具有相同的名称。例如，日期字段在 API 中使用日期数据类型来表示。但是，

一些字段类型的表示方式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是通过此 API 还是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检查对象。下表列出了不同的字段类型和

数据类型之间的映射： 
 
API 数据类型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对应的字段类型 

ID 查找关系、主从复合关系 

字符串 自动编号、电子邮件、电话号码、下拉列表、多选下拉列表、文本、文本区域、长文本区域和

URL。在 WSDL 中为文本、文本区域和长文本区域指定不同的最大长度 

布尔型 复选框 

双精度 货币、公式、数字、百分比和汇总值（roll-up summary） 

类型差异 当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创建公式字段时，必须指定一个类型。此类型对应于具有相同名称的

API 数据类型：货币、日期、日期/时间、数字、百分比或文本 
 

可以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创建的所有其他字段都属于以下类别之一： 

• Salesforce 用户界面和此 API 中都不可用的字段。例如，BusinessHours 对象具有 API 数据类型为时间的字段，但是无法

创建此类型的自定义字段。 

• 字段类型与对应的 API 数据类型相同。例如，如果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创建一个日期字段，那么该字段在 API 中为日期

数据类型。 

关于 API 数据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基本数据类型”和“字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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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调用中使用的核心数据类型 

此 API 中的许多调用使用以下数据类型： 

• sObject 
• ID（字符串），参阅“ID 字段类型”。 

此 API 还是用一些错误处理对象。如果在 SOAP 请求期间发生了一个错误，API 将返回一条 SOAP 错误消息。根据不同的错

误类型，该消息包含不同的内容： 

• 如果错误影响着整个请求，将返回一个 API 错误元素，其中包含一个 ExceptionCode 和相关联的错误消息文本。 

• 如果错误仅影响一些记录，将返回一个 Error，其中包含一个 StatusCode。这些错误通常发生在批处理操作时，比如使用一

个调用创建、更新或删除多个记录。 

sObject 
sObject 表示一个对象，比如 Account 或 Campaign。要获取标准对象列表，请参阅“标准对象”。一个 sObject 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fieldsToNull  字符串数组 您想要将其值显式设置为 null 的一个或多个字段名称组成的数组。 
当与 update()或 upsert()结合使用时，可以仅指定能够更新并且具有非空属性的字段。当与

create()结合使用时，可以仅指定能够创建并且具有可为空的或默认的创建属性的字段。 
例如，如果指定一个 ID 字段或必需字段将导致运行时错误，您可以在 fieldsToNull 中指定该

字段名称。类似地，如果在创建记录时需要将一个下拉列表值设置为空，但该下拉列表具有一个

默认值，您可以在 fieldsToNull 中指定该字段 
ID ID 

此独立对象的唯一 ID。对于 create()调用，此值为空。对于其他 API 调用，此值必须指定 

 

API 错误元素 

下表列出了如果在处理服务请求时发生错误，此 API 返回的 API 错误元素。 
 
错误 说明 

ApiQueryFault 发生问题的行和列编号 

LoginFault 在 login()调用期间发生了一个错误 
InvalidSObjectFault describeSObject()、describeSObjects()、create()、update()、

retrieve()或 query()调用中存在一个无效 sObject 

InvalidFieldFault retrieve()或 query()调用中存在一个无效字段 

MalformedQueryFault 传入 query()调用的 queryString 中存在一个问题 

InvalidQueryLocatorFault 传入 queryMore()调用的 queryLocator 中存在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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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说明 

MalformedSearchFault 传入 search()调用的 search 中存在一个问题 

InvalidIdFault setPassword()或 resetPassword()调用中的一个指定 ID 无效 

UnexpectedErrorFault 发生一个意外错误。该错误不与任何其他 API 错误相关联  

ExceptionCode 

以下列出的 ExceptionCode 值在 WSDL 文件中定义。一些代码可能不在 WSDL 中，具体取决于已启用了哪些特性。 

代码可能引用您不熟悉的特性。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在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查找该特性的更多信息。 

API_CURRENTLY_DISABLED 

由于发生了一个系统问题，API 功能暂时不可用。 

API_DISABLED_FOR_ORG 
没有为组织启用 API 访问功能。联系 salesforce.com 启用 API 访问功能。 

CANT_ADD_STANDARD_PORTAL_USER_TO_TERRITORY 

具有标准门户许可的用户无法添加到一个区域（territory）中。 

CIRCULAR_OBJECT_GRAPH 

请求由于包含一个循环对象引用而失败。 

CLIENT_NOT_ACCESSIBLE_FOR_USER 
当前用户没有访问指定客户端的权限。 

CLIENT_REQUIRE_UPDATE_FOR_USER 
当前用户必须使用指定客户端的较新版本，而且在客户端更新之前将一直拥有访问权限。 

DELETE_REQUIRED_ON_CASCADE 

删除操作触发了一个记录上的级联删除，但是登录用户没有该相关对象上的删除权限。 

DUPLICATE_COMM_NICKNAME 

您不能创建与另一个用户具有相同社区昵称的用户。 

DUPLICATE_VALUE 

您不能为一个必须唯一的字段提供一个重复值。例如，您可能在 invalidateSessions()调用中提交同一会话的两个

副本。 

EMAIL_BATCH_SIZE_LIMIT_EXCEEDED 
一个方法试图执行多余 大批处理数量的电子邮件记录。 

EMAIL_TO_CASE_INVALID_ROUTING 

一封容器记录电子邮件已提交供处理，但 Email-to-Case 特性未启用。  

EMAIL_TO_CASE_LIMIT_EXCEEDED 

已超出 Email-to-Case 特性的每日转换电子邮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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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_TO_CASE_NOT_ENABLED 

Email-to-Case 特性未启用。 

EXCEEDED_ID_LIMIT 

在一个调用中指定了太多 ID。例如，在一个 retrieve()调用中请求了多于 2000 个 ID，或者在一个 logout()调用中指

定了多于 200 个会话 ID。 

EXCEEDED_LEAD_CONVERT_LIMIT 

将太多 ID 发送给了一个 convertLead()调用。 

EXCEEDED_MAX_SIZE_REQUEST 

发送给 API 的消息大小超过 50 MB。 

EXCEEDED_MAX_TYPES_LIMIT 

要描述的对象类型数量太大。 

EXCEEDED_QUOTA 

在一个 create()调用期间超出了组织数据存储的大小限制。 

FUNCTIONALITY_NOT_ENABLED 

该功能被临时禁用。其他调用可以继续工作。 

INACTIVE_OWNER_OR_USER 

用户或记录所有者不是活动的。 

INACTIVE_PORTAL 

引用的门户是非活动的。 

INSUFFICIENT_ACCESS 

用户没有有效的访问权限来执行此操作。 

INVALID_ASSIGNMENT_RULE 

指定了一个无效的 AssignmentRuleHeader 值。 

INVALID_BATCH_SIZE 

查询选项具有一个无效的批处理大小值。 

INVALID_CLIENT 

客户端无效。 

INVALID_CROSS_REFERENCE_KEY 

无法在字段上设置一个无效的外键。例如，一个对象共享（如 AccountShare）无法删除，因为共享行是一个共享规则的结果。 

INVALID_FIELD 

指定的字段名称无效。 

INVALID_FILTER_LANGUAGE 
指定的语言无法用作过滤器。 

INVALID_FILTER_VALUE 

一个带有 LIKE 或 NOT LIKE 的 SOQL 查询指定了一个无效字符，例如，一个放置错误的星号（*）。纠正查询并重新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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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_ID_FIELD 

指定的 ID 具有正确的格式，但仍然无效，例如，它是一个具有错误类型的 ID，或者它标识的对象不再存在。 

INVALID_GOOGLE_DOCS_URL 

在尝试将一个 Google Doc 关联到一个记录时使用了无效的 Salesforce 记录 URL。在再次尝试此操作之前更正 URL。 

INVALID_LOCATOR 

定位器无效。 

INVALID_LOGIN 

login()凭证无效，或者超出了 大登录用户数量。联系您的管理员，以了解更多信息。 

INVALID_NEW_PASSWORD 
新密码不符合组织的密码策略。 

INVALID_OPERATION 
客户端应用程序试图提交一个已在在工作流审批或处理过程进行处理的对象。

INVALID_OPERATION_WITH_EXPIRED_PASSWORD 

由于密码过期，必须使用 setPassword()设置一个有效密码才能执行该调用。  

INVALID_QUERY_FILTER_OPERATOR 

在 query()过滤器子句中使用了无效的运算符，至少对于该字段无效。 

INVALID_QUERY_LOCATOR 

在一个 queryMore()调用中指定了一个无效的 queryLocator 参数。 

INVALID_QUERY_SCOPE 

指定的搜索范围无效。 

INVALID_REPLICATION_DATE 

复制日期超出允许范围，比如在创建组织之前。 

INVALID_SETUP_OWNER 

设置所有者必须是一个 Organization、Profile 或 User。 

INVALID_SEARCH 

search()调用包含无效的语法或句法。参阅“Salesforce 对象搜索语言（SOSL）”。 

INVALID_SEARCH_SCOPE  

指定的搜索范围无效。 

INVALID_SESSION_ID 
指定的 sessionId 格式不正确（错误的长度或格式）或已过期。再次登录以启动一个新会话。 

INVALID_SOAP_HEADER 

SOAP 报头中存在一个错误。如果您正在从早期 API 版本进行迁移，请注意 SaveOptions 报头不适用于 API 6.0 或

更新版本。使用 AssignmentRuleHeader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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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_SSO_GATEWAY_URL 

提供来配置单点登录网关的 URL 不是一个有效 URL。 

INVALID_TYPE 

指定的 sObject 类型无效。 

INVALID_TYPE_FOR_OPERATION 

指定的 sObject 类型对于指定操作无效。 

LIMIT_EXCEEDED 

数组太长。例如，有太多 BCC 地址、目标或电子邮件消息。 

LOGIN_DURING_RESTRICTED_DOMAIN 

不允许来自此 IP 地址的用户登录。 

LOGIN_DURING_RESTRICTED_TIME 

不允许用户在此时间段内登录。 

MALFORMED_ID 

指定了一个无效 ID 字符串。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MALFORMED_QUERY 

指定了一个无效的查询字符串。例如，查询字符串多于 10,000 个字符。 

MALFORMED_SEARCH 
指定了一个无效的搜索字符串。例如，搜索字符串多于 10,000 个字符。 

MISSING_ARGUMENT 

缺少必需的参数。 

MIXED_DML_OPERATION 

在同一事务上执行的 DML 操作类型具有限制。更多信息请参阅 Force.com Apex Code Developer’s Guide。 

NOT_MODIFIED 
自指定日期以来，描述调用响应没有发生变化。 

NO_SOFTPHONE_LAYOUT 

如果组织启用了 CTI 特性，但是没有定义软件电话布局，那么在发出描述调用时会返回此异常。这通常是由于没有定义呼

叫中心：在定义呼叫中心期间，将创建一个默认的软件电话布局。 

如果组织未启用 CTI 特性，那么将返回 FUNCTIONALITY_NOT_ENABLED。 

NUMBER_OUTSIDE_VALID_RANGE 

指定的数字超出了字段的有效范围。 

OPERATION_TOO_LARGE 

查询返回了太多结果。如果某些查询被没有 View All Data 权限的用户运行并返回了许多记录，这些查询将需要进行共享规

则检查。一个例子是在 Task 等使用了多形态外键的对象上运行查询。这类查询由于操作需要太多资源而返回此异常。要

修复此异常，为查询添加过滤器来缩小范围，或者使用日期范围等过滤条件来将查询划分为一系列较小的查询。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exco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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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_LOCKED 

组织已被锁定。您必须联系 salesforce.com 解锁组织。 

ORG_NOT_OWNED_BY_INSTANCE 
用户试图登录到错误的服务器实例。选择另一个服务器实例或登录

https://www.salesforce.com。您可以使用 http 代替 https。 

PASSWORD_LOCKOUT 

用户已超出允许的登录尝试次数。用户必须联系他或她的管理员以恢复登录访问权限。 

PORTAL_NO_ACCESS 

对指定门户的访问不可用。 

QUERY_TIMEOUT 

查询超时。更多信息请参阅“Salesforce 对象查询语言（SOQL）”。 

QUERY_TOO_COMPLICATED 
SOQL 查询选择了太多字段或者使用了太多过滤条件。尝试减少查询中引用的公式字段数量。 

REQUEST_LIMIT_EXCEEDED 

超出了您组织的并发请求限制或请求频率。详细信息参阅“API 使用测量”。 

REQUEST_RUNNING_TOO_LONG 
一个请求花了太长的处理时间。 

SERVER_UNAVAILABLE 
此调用必需的一个服务器当前不可用。其他请求类型可能仍然有效。 

SSO_SERVICE_DOWN 
服务不可用，对组织的指定单点登录服务器的一个验证调用失败。 

TOO_MANY_APEX_REQUESTS 
发出了太多 Apex 请求。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发生，请联系 Salesforce 客户支持。 

TRIAL_EXPIRED 
组织的试用期已到期。组织代表必须联系 salesforce.com 以重新启用组织。 

UNSUPPORTED_API_VERSION 

被访问的 API 版本中不存在所执行的一个方法调用，例如，尝试在 5.0 版中使用 upsert()（8.0 版中的新特性）。 

UNSUPPORTED_CLIENT 

此客户端版本已不再受支持。 

Error 
一个 Error 包含与在 create()、merge()、process()、update()、upsert()、delete()或 undelete()调用

期间发生的一个错误相关的信息。更多信息请参阅“错误处理”。Error 具有以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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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StatusCode 一段描述该错误特征的代码。状态代码的完整列表可以在您组织的 WSDL

文件中获得（参阅“为您的组织生成 WSDL 文件”） 

message 字符串 错误消息文本 
fields 字符串数组 一个或多个字段名称组成的数组。标识数组中的哪些字段（如果有）影响

了错误条件  

StatusCode 

下面列出了与一个错误一起返回的 API 状态码。一些代码可能不在您的 WSDL 中，具体取决于已启用的特性。 

代码可能引用您不熟悉的特性。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在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了解此特性的更多信息。  

ALREADY_IN_PROCESS 

您无法提交已处于一个审批流程中的记录。您必须等待以前的审批流程完成之后才能重新提交包含此记录的请求。 

ASSIGNEE_TYPE_REQUIRED 

您必须为任何工作流任务（ProcessInstance、ProcessInstanceStep 或 ProcessInstanceWorkitem）指定一个代理人。 

BAD_CUSTOM_ENTITY_PARENT_DOMAIN 

您尝试执行的更改无法完成，因为对相关联的主从复合关系的更改无法完成。 

BCC_NOT_ALLOWED_IF_BCC_COMPLIANCE_ENABLED 

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设置了一个密送电子邮件地址，即使组织的 Compliance BCC Email 选项已启

用。此选项指定一个特定的电子邮件地址来自动接收所有发出的电子邮件的副本。当启用此选项时，您无法对任何其他

电子邮件地址执行 BCC 操作。要禁用此选项，登录到 Salesforce 应用程序并选择 Setup➤Security Controls➤
Compliance BCC Email。 

BCC_SELF_NOT_ALLOWED_IF_BCC_COMPLIANCE_ENABLED 

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设置了将登录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设置为密送地址，即使组织的 BCC 
COMPLIANCE 选项设置为 true。此选项指定一个特定的电子邮件地址来自动接收所有发出的电子邮件的副本。当启用此

选项时，您无法对任何其他电子邮件地址执行 BCC 操作。要禁用此选项，登录到 Salesforce 应用程序并选择 Setup➤
Security Controls➤Compliance BCC Email。 

CANNOT_CASCADE_PRODUCT_ACTIVE 

一个级联更新引起的产品更新无法完成，因为相关联的产品是活动的。

CANNOT_CHANGE_FIELD_TYPE_OF_APEX_REFERENCED_FIELD 

您无法更改在一个 Apex 脚本中引用的字段类型。

CANNOT_CREATE_ANOTHER_MANAGED_PACKAGE 

您只能在一个组织中创建一个托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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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OT_DEACTIVATE_DIVISION 

如果一条赋值规则引用了部门或者如果一个用户的 DefaultDivision 字段未设置为空，您将无法停用 Divisions。 

CANNOT_DELETE_LAST_DATED_CONVERSION_RATE 

如果启用了定期换算，您必须至少有一个 DatedConversionRate 记录。 

CANNOT_DELETE_MANAGED_OBJECT 

您无法修改托管包中包含的组件。 

CANNOT_DISABLE_LAST_ADMIN 

您必须至少拥有一个活动管理员用户。 

CANNOT_ENABLE_IP_RESTRICT_REQUESTS 
如果您超出了配置文件中指定的 5 个 IP 地址范围的限制，您将无法启用按 IP 地址登录的限制。减少在在配置文件中

指定的 IP 地址数量并再请求一次。 

CANNOT_INSERT_UPDATE_ACTIVATE_ENTITY 

您没有创建、更新或激活指定记录的权限。 

CANNOT_MODIFY_MANAGED_OBJECT 

您不能修改托管包中包含的组件。 

CANNOT_RENAME_APEX_REFERENCED_FIELD 

您无法重命名一个在 Apex 脚本中引用的字段。 

CANNOT_RENAME_APEX_REFERENCED_OBJECT 

您无法重命名一个在 Apex 脚本中引用的对象。 

CANNOT_REPARENT_RECORD 

您无法为指定记录定义一个新父字段。 

CANNOT_RESOLVE_NAME 

sendEmail()调用无法解析一个对象名称。 

CANNOT_UPDATE_CONVERTED_LEAD 

一个已转换的 lead 无法更新。 

CANT_DISABLE_CORP_CURRENCY 

您无法禁用一个组织的企业货币。要禁用一种设置为企业货币的货币，首先使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将该企业货币更改为

不同的货币，然后禁用 初的货币。 

CANT_UNSET_CORP_CURRENCY 

您无法从 API 更改一个组织的企业货币。使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更改企业货币。 

CHILD_SHARE_FAILS_PARENT 

如果一个记录是另一个记录的子记录，并且您没有操作父记录的适当权限，那么您将无法更改子记录的所有者或定义其共

享规则。例如，如果您无法编辑记录的父帐户记录，就无法更改一个联系人记录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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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R_DEPENDENCY 

您不能在组织的元数据对象之间创建循环依赖关系。例如，公共组 A 不能包含公共组 B，如果公共组 B 已经包含公共组 A。 

CUSTOM_CLOB_FIELD_LIMIT_EXCEEDED 

您不能超出 CLOB 字段的 大大小。 

CUSTOM_ENTITY_OR_FIELD_LIMIT 
您已经达到了您组织的自定义对象或自定义字段的 大数量。 

CUSTOM_FIELD_INDEX_LIMIT_EXCEEDED 

您已经达到了您组织的一个字段上的 大索引数量。 

CUSTOM_INDEX_EXISTS 

您只能为每个字段创建一个自定义索引。 

CUSTOM_LINK_LIMIT_EXCEEDED 
您已经达到了您组织的 大自定义链接数量。 

CUSTOM_TAB_LIMIT_EXCEEDED 

您已经达到了您组织的 大自定义标签数量。 

DELETE_FAILED 

您无法删除一个记录，因为它正在被另一个对象使用。 

DEPENDENCY_EXISTS 

由于指定的对象或字段上的一个现有的依赖关系，您无法执行请求的操作。 

DUPLICATE_CASE_SOLUTION 

您无法在指定的案例与解决方案之间创建一种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已经存在。 

DUPLICATE_CUSTOM_ENTITY_DEFINITION 

自定义对象或自定义字段 ID 必须是唯一的。 

DUPLICATE_CUSTOM_TAB_MOTIF 

您无法使用一个重复的主名称创建一个自定义对象或自定义字段。 

DUPLICATE_DEVELOPER_NAME 

您无法使用一个重复的开发人员名称创建一个自定义对象或自定义字段。 

DUPLICATE_EXTERNAL_ID 

在一个 upsert()调用期间，一个用户指定的外部 ID 与 Salesforce 中的不只一个记录匹配。 

DUPLICATE_MASTER_LABEL 

您无法使用一个重复的主名称创建一个自定义对象或自定义字段。 

DUPLICATE_SENDER_DISPLAY_NAME 

一个 sendEmail()调用无法在 OrgWideEmailAddress.DisplayName 或 senderDisplayName 之间进行选择。仅能定

义两个字段之一。 

DUPLICATE_USERNAME 

由于一个重复的用户名，一个 create()、update()或 upsert()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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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PLICATE_VALUE 

您无法为一个必须唯一的字段提供一个重复值。例如，您可能在一个 invalidateSessions()调用中提供了同一个

sessionId 的两个副本。 

EMAIL_NOT_PROCESSED_DUE_TO_PRIOR_ERROR 

由于调用中的一个早期错误，当前电子邮件未能处理。 

EMPTY_SCONTROL_FILE_NAME 

Scontrol 文件名是空的，但二进制文件不是空的。 

ENTITY_FAILED_IFLASTMODIFIED_ON_UPDATE 
您无法更新一个记录，如果 LastModifiedDate 中的日期晚于当前日期。 

ENTITY_IS_ARCHIVED 

您无法访问一条记录，如果它已经被归档。 

ENTITY_IS_DELETED 
您无法引用一个已被删除的对象。注意，此状态码仅存在于 10.0 及更新版本的 API 中。以前的 API 版本使用

INVALID_ID_FIELD 来表示此错误。 

ENTITY_IS_LOCKED 

您无法在工作流处理操作期间编辑一个被锁定的对象。 

ERROR_IN_MAILER 

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无效，或者在一个与电子邮件相关的事务中发生了另一个错误。

FAILED_ACTIVATION 

激活一个 Contract 失败。 

FIELD_CUSTOM_VALIDATION_EXCEPTION 

您无法定义一个违反字段完整性规则的自定义验证公式。

FIELD_INTEGRITY_EXCEPTION 

您不能违反字段完整性规则。 

HTML_FILE_UPLOAD_NOT_ALLOWED 

您上传一个 HTML 文件的尝试失败。HTML 附件和文档（包括一个 Solution 的附件）无法上传，如果在 Setup ➤ 
Security Controls ➤  HTML Documents and Attachments Settings 中选择了 Disallow HTML documents and 
attachments 复选框。 

IMAGE_TOO_LARGE 

图像超出了 大宽度、高度和文件大小。 

INACTIVE_OWNER_OR_USER 

指定项的所有者是一个非活动用户。要引用此项，重新激活该所有者或将所有权重新分配给另一个活动用户。 

INSUFFICIENT_ACCESS_ON_CROSS_REFERENCE_ENTITY 
一个操作会影响一个被指定对象交叉引用的对象，但登录用户在被交叉引用的对象上没有足够的权限。例如，如果登录用户试图

修改一个帐户记录，该用户可能没有批准、拒绝或重新分配在该操作之后提交的一个ProcessInstanceWorkitem的权限。



 

 47

INSUFFICIENT_ACCESS_OR_READONLY 

您无法执行指定的操作，因为您没有足够的权限。 

INVALID_ACCESS_LEVEL 

您无法定义一个新共享规则，如果它提供的访问范围小于指定的组织范围默认设置。 

INVALID_ARGUMENT_TYPE 

您为试图处理的操作提供了一个具有错误类型的参数。 

INVALID_ASSIGNEE_TYPE 

您指定的一个代理人类型不是 1 到 6 之间的有效整数。 

INVALID_ASSIGNMENT_RULE 

您指定了一个无效或未在组织中定义的分配规则。 

INVALID_BATCH_OPERATION 

指定的批处理操作无效。 

INVALID_CREDIT_CARD_INFO 

指定的信用卡信息无效。 

INVALID_CROSS_REFERENCE_KEY 
一个关系字段中的指定值无效，或者日期不是预期的类型。 

INVALID_CROSS_REFERENCE_TYPE_FOR_FIELD 

指定的交叉引用类型对于指定字段无效。 

INVALID_CURRENCY_CONV_RATE 

您必须为当前的货币换算率指定一个正的非零值。 

INVALID_CURRENCY_CORP_RATE 

您无法修改企业货币换算率。 

INVALID_CURRENCY_ISO 

指定的货币 ISO 编码无效。更多信息请参阅 IsoCode。 

INVALID_EMAIL_ADDRESS 

一个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无效。 

INVALID_EMPTY_KEY_OWNER 

您无法将所有者值设置为空。. 

INVALID_FIELD 

您在一个 update()或 upsert()调用中指定了一个无效字段名称。 

INVALID_FIELD_FOR_INSERT_UPDATE 

您无法将一个个人帐户记录类型更改与任何其他字段更新组合在一起。 

INVALID_FIELD_WHEN_USING_TEMPLATE 

您无法使用一个具有无效字段名称的电子邮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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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_FILTER_ACTION 

指定的过滤操作无法用于指定的对象。例如，报警不是一个针对 Task 的有效过滤操作。 

INVALID_ID_FIELD 

指定的 ID 字段（ID、ownerId）或交叉引用字段无效。 

INVALID_INET_ADDRESS 

一个指定的 Inet 地址无效。 

INVALID_LINEITEM_CLONE_STATE 

您无法克隆一个 Pricebook2 或 PricebookEntry 记录，如果这些记录不是活动的。 

INVALID_MASTER_OR_TRANSLATED_SOLUTION 

 解决方案无效。例如，如果当一个已翻译解决方案已经与一个主解决方案关联时，您试图将同一种语言的另一个已翻译解

决方案与该主解决方案关联，则会发生此错误。 

INVALID_OPERATION 

没有针对指定对象的适用批准流程。 

INVALID_OPERATOR 

当将一个字段类型用作一个工作流过滤器时，指定的运算符不适用于该字段类型。 

INVALID_OR_NULL_FOR_RESTRICTED_PICKLIST 

您为一个受限选择列表指定了一个无效值或空值。 

INVALID_PARTNER_NETWORK_STATUS 

指定的合作伙伴网络状态对于指定的模板字段无效。 

INVALID_PERSON_ACCOUNT_OPERATION 
您无法删除一个个人帐户。 

INVALID_SAVE_AS_ACTIVITY_FLAG 

您必须为 Save_as_Activity 标志指定 true 或 false。 

INVALID_SESSION_ID 

指定的 sessionId 格式不正确（错误的长度或格式）或已过期。再次登陆以启动一个新会话。 

INVALID_STATUS 

指定的组织状态更改无效。 

INVALID_TYPE 

指定的类型对于指定对象无效。 

INVALID_TYPE_FOR_OPERATION 

指定的类型对于指定操作无效。 

INVALID_TYPE_ON_FIELD_IN_RECORD 

指定值对于指定字段的类型无效。 

IP_RANGE_LIMIT_EXCEEDED 

指定的 IP 地址超出了为组织指定的 IP 范围。 

 



 

 49

LICENSE_LIMIT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分配给您组织的许可数量。 

LIMIT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一个限制。该限制可能是字段大小或值、许可或其他组件上的限制。 

LOGIN_CHALLENGE_ISSUED 

一封包含一个安全令牌的电子邮件被发送给了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因为他或她是从一个未包含在其组织的可信 IP 地址

列表的 IP 地址登录的。在用户将安全令牌添加到她或她的密码末尾之前，他或她将无法登录。 

LOGIN_CHALLENGE_PENDING 

用户从一个未包含在其组织的可信 IP 地址列表中的 IP 地址登录，但是安全令牌并没有发出。 

LOGIN_MUST_USE_SECURITY_TOKEN 

用户必须将一个安全令牌添加到他或她的密码末尾才能登录。 

MALFORMED_ID 
一个 ID 必须为 15 个字符，或包含一个有效的、区分大小写的扩展的 18 个字符。还有一个具有相同名称的异常代码。  

MANAGER_NOT_DEFINED 

未为指定的批准流程定义一个管理人员。 

MASSMAIL_RETRY_LIMIT_EXCEEDED 
一次群发邮件重试失败，因为您的组织已经超出了其群发邮件重试限制。 

MASS_MAIL_LIMIT_EXCEEDED 

组织已经超出了每日的群发电子邮件限制。在第二天之前，无法再发送群发电子邮件消息。 

MAXIMUM_CCEMAILS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一个工作流警报中的 大指定 CC 地址数量。

MAXIMUM_DASHBOARD_COMPONENTS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一个指示板的文档大小限制。 

MAXIMUM_HIERARCHY_LEVELS_REACHED 

您已经达到了一个层次结构中的 大级别数量。 

MAXIMUM_SIZE_OF_ATTACHMENT 

您已经超出了一个附件的 大大小。 

MAXIMUM_SIZE_OF_DOCUMENT 

您已经超出了一个文档的 大大小。 

MAX_ACTIONS_PER_RULE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每个规则的 大操作数量。 

MAX_ACTIVE_RULES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 大活动规则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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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_APPROVAL_STEPS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一个批准流程的 大批准步骤数。

MAX_FORMULAS_PER_RULE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每个规则的 大公式数量。 

MAX_RULES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一个对象的 大规则数量。 

MAX_RULE_ENTRIES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一个规则的 大条目数量。 

MAX_TASK_DESCRIPTION_EXCEEDED 

任务描述太长。 

 MAX_TM_RULES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每个 Territory 的 大规则数量。 

MAX_TM_RULE_ITEMS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一个 Territory 的每个规则的 大规则条件数量。 

MERGE_FAILED 

一个合并操作失败。 

MISSING_ARGUMENT 

您没有指定一个必需参数。 

NONUNIQUE_SHIPPING_ADDRESS 

您不能插入一个缩减订单商品，如果 初的订购运送地址与缩减订单中的其他商品的运送地址不同。 

NO_APPLICABLE_PROCESS 
一个 process()请求失败，因为提交的记录不满足用户拥有权限的任何工作流流程的准入条件。 

NO_ATTACHMENT_PERMISS ION 

您的组织不允许发送电子邮件附件。 

NO_INACTIVE_DIVISION_MEMBERS 

您无法向一个非活动部门添加成员。 

NO_MASS_MAIL_PERMISSION 

您没有发送指定电子邮件的权限。您必须拥有 Mass Emai 权限，如果您要群发邮件；或者拥有 Send Email 权限，如果

您要发送单个电子邮件。 

NUMBER_OUTSIDE_VALID_RANGE 
指定的成员超出了有效值范围。 

NUM_HISTORY_FIELDS_BY_SOBJECT_EXCEEDED 
为 sObject 指定的历史字段数量超出了允许范围。 

OPTED_OUT_OF_MASS_MAIL 
一封电子邮件无法发送，因为指定的 User 撤销了邮件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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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_LICENSE_REQUIRED 

登录用户无法访问许可包中的一个对象，如果登录用户没有该包的许可。 

PORTAL_USER_ALREADY_EXISTS_FOR_CONTACT 
一个 create() User 操作失败，因为您无法在 Contact 下创建第二个门户用户。 

PRIVATE_CONTACT_ON_ASSET 

您无法拥有一项资产上的私有联系人。 

RECORD_IN_USE_BY_WORKFLOW 

您无法访问一条记录，如果它当前正在被一个工作流流程使用。 

REQUEST_RUNNING_TOO_LONG 

一个运行了很长时间的请求可能被取消。 

REQUIRED_FIELD_MISSING 

一个调用需要一个未指定的字段。 

SELF_REFERENCE_FROM_TRIGGER 

您无法从一个 Apex 触发器递归地更新或删除同一个对象。此错误通常在以下情况下发生： 

• 您尝试从一个对象的前触发器内部更新或删除该对象。 

• 您尝试从一个对象的后触发器内部删除该对象。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操作，都可能引发此错误。以下是一个间接操作示例： 

1. 提交一个请求来更新对象 A。 
2. 对象 A 上的一个前更新触发器创建一个对象 B。 
3. 对象 A 更新。 

4. 对象 B 上的一个后插入触发器查询对象 A 并更新它。由于对象 A 的前触发器，这是对象 A 的一个间接更新，因此会生 

成一个错误。 

SHARE_NEEDED_FOR_CHILD_OWNER 

您无法删除一个父记录的共享规则，如果其子记录需要该规则。 

STANDARD_PRICE_NOT_DEFINED 

自定义价格无法在没有相应的标准价格的情况下定义。 

STORAGE_LIMIT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您组织的存储限制。 

STRING_TOO_LONG 

指定的字符串超出了 大允许长度。 

TABSET_LIMIT_EXCEEDED 

您已经超出了一个标签集所允许的标签数量。 

TEMPLATE_NOT_ACTIVE 

指定的模板不可用。指定另一个模板或使模板可用。 

TERRITORY_REALIGN_IN_PROGRESS 

一项操作无法执行，因为一个区域重新调整操作正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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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_DATA_OUTSIDE_SUPPORTED_CHARSET 

指定的文本使用了一个不受支持的字符集。 

TOO_MANY_APEX_REQUESTS 

太多 Apex 请求被发送到 Salesforce。此错误是短暂性的。等待片刻后重新发送您的请求。 

TOO_MANY_ENUM_VALUE 

一个请求失败，因为为一个多选下拉列表传入了太多值。您可以为一个多选下拉列表选择 多 100 个值。 

TRANSFER_REQUIRES_READ 

您无法将记录分配给指定 User，因为该用户没有读取权限。 

UNABLE_TO_LOCK_ROW 

检测到了一个死锁或超时条件： 

• 死锁涉及至少两个试图更新重叠的对象集的事务。注意，如果事务包含一个汇总字段，父对象将被锁定，这会导致这些

事务尤其容易出现死锁。要进行调试，检查代码中的死锁并纠正。死锁通常不是一个 Salesforce 操作问题引起的。 

• 超时发生在一个事务花太长时间来完成时，例如，当替换选择列表中的一个值或更改一个自定义字段定义时。这些是临

时状态。无需采用纠正操作。 

如果一个分批中的一个对象无法锁定，那么整个分批都会因为此错误而失败。  

UNAVAILABLE_RECORDTYPE_EXCEPTION 

适当的默认记录类型无法找到。 

UNDELETE_FAILED 

一个对象无法恢复，因为它不存在或未被删除。 

UNKNOWN_EXCEPTION 

系统遇到了一个内部错误。请将此问题报告给 salesforce.com。 

注意：不要将此异常代码报告给 salesforce.com，如果它是由一个 sendEmail()引起的。sendEmail()调用在将一

封电子邮件发送到一个或多个选择了 Email Opt Out 选项的收件人时返回此异常代码。 

UNSPECIFIED_EMAIL_ADDRESS 
指定的用户没有电子邮件地址。 

UNSUPPORTED_APEX_TRIGGER_OPERATION 

无法使用 Apex 触发器保存复发事件。 

UNVERIFIED_SENDER_ADDRESS 
一个 sendEmail()调用试图使用在 OrgWideEmailAddress 对象中定义的一个未验证的电子邮件地址。 

WEBLINK_SIZE_LIMIT_EXCEEDED 

WebLink URL 或 JavaScript 代码的大小超出了限制。 

WRONG_CONTROLLER_TYPE 

您的 Visualforce 电子邮件模板的控制器类型与正在使用的对象类型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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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收到一个未包含在上表中的状态码，请联系客户支持。 

系统字段 

以下字段是大多数对象上都存在的只读字段。这些字段会在 API 操作期间自动更新。例如，ID 字段会在一个创建操作期间自动

更新，而 LastModifiedDate 会在对一个对象的任何操作期间自动更新。 
 
字段 字段类型 说明 
Id ID 标识一个记录的全局唯一字符串。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由

于此字段包含在所有对象中，所以它没有在每个对象的字段表中列出。Id 字段

具有 Defaulted on create 和 Filter 访问权限 
IsDeleted 布尔型 指示记录是（true）否（false）已被移动到回收站。由于此字段不是所有对

象中都有的，所以它会在每个对象的字段表中列出 

  审计字段 
CreatedById 引用 创建此对象的 User 的 ID。CreatedById 字段具有 Defaulted on create 和

Filter 访问权限 
CreatedDate 日期时间 创建此对象时的日期和时间。CreatedDate 字段具有 Defaulted on create

和 Filter 访问权限 
LastModifiedById 引用 后更新此对象的 User 的 ID。LastModifiedById 字段具有 Defaulted on 

create 和 Filter 访问权限 
LastModifiedDate 日期时间 一个用户 后修改此对象时的日期和时间。LastModifiedDate 字段具有

Defaulted on create 和 Filter 访问权限 

SystemModstamp 日期时间 一个用户或工作流流程（比如一个触发器） 后修改此记录时的日期和时间。

SystemModstamp 字段具有 Defaulted on create 和 Filter 访问权限 
 

如果您将数据导入 Salesforce 并且需要设置一个审计字段的值，请联系 salesforce.com。当 salesforce.com 为您的组织启用此

功能之后，您可以设置以下对象的审计字段值：Account、CampaignMember、Case、CaseComment、Contact、Idea、
IdeaComment、Lead、Opportunity 和 Vote。唯一无法设置其值的审计字段是 systemModstamp。 

关于设置自定义对象的审计字段的信息，请参阅“自定义对象的审计字段”。 

以下标准对象没有审计字段： 

对象 没有 
Create
d byId 

没有

Created 
Date 

没有

LastMod 
ifiedById

没有 
LastMod 
ifiedDate 

没有 System 只有 
Modstamp System 

Modstamp
（没有其他

审计字段）

AccountShare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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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没有

Created 
byId 

没有
Created 
Date 

没有 
LastMod 
ifiedById

没有 
LastMod 
ifiedDate 

没有 
System 
Modstamp

没有 
System 
Modstamp  
（没有其他

审计字段）

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 X X   X  
CaseComment   X X   
CaseHistory   X X X  
CaseSolution   X X   
CaseShare X X   X  
EmailStatus     X  
EntityHistory   X X X  
FiscalYearSettings      X 

GroupMember      X 

LeadShare X X   X  
Name     X X 

OpportunityHistory   X X   
OpportunityShare X X   X  
Period      X 

ProcessInstanceHistory   X X   
ProcessInstanceStep   X X   
ProcessInstanceWorkitem   X X   
QuantityForecastHistory   X X   
RevenueForecastHistory   X X   
Territory X X     
UserRole X X     
UserTerritory X X     

 

父引用字段 

如果一个对象具有一个父对象，那么将添加两个字段： 

• Parent_Name 包含父对象的对象名称。例如，Case 具有一个 Contact 字段，其中包含对案例的父联系人的引用。 
• Parent_NameId 包含父对象的 ID。例如，Case 具有一个 ContactId 字段，表示案例的父联系人。此字段在 SOQL 关

系查询中使用，比如下面的查询： 

SELECT Case.ContactId, Case.Contact.Name FROM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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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象是自己的父对象，也会添加这些字段。例如，Campaign 对象具有 Campaign 和 CampaignId 字段，用于引用父

Campaign。. 

必需字段 

必需字段必须具有非空值。此规则对 create()和 update()调用有效： 

 当客户端应用程序调用 create()时，Salesforce 自动填充某些必需字段（比如系统字段和对象 ID 字段）的数据。类似

地，如果一个必需字段具有一个默认值（其 defaultedOnCreate attribute 设置为 true，参阅“字段”中的描

述），那么 Salesforce 会在创建对象时为此字段隐式地分配一个值，即使此字段的一个值没有显式地传入 create()调

用。对于所有其他必需字段，比如类似于 SQL 中的外键的 ID 字段（参阅“引用字段类型”），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在创

建对象时显式地为这些字段分配值（这些字段不能为 null）。 

 当客户端应用程序调用 update()时，一个必需字段不能设置为 null。许多必需字段无法在 update()调用中更改。. 

任何未在对象描述中指定为必需字段都是可选的，也就是说，它在更新或创建时可以为 null。 

关于对特定对象的必需字段进行特殊处理的更多信息，请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参阅该对象的文档。. 

频繁发生的字段 

除了系统字段，许多对象中还包含以下字段： 

 OwnerId 

 RecordTypeId 

 CurrencyIsoCode 

OwnerId 

对象的 ownerId 字段是对拥有该对象的用户的一个引用。所有权是一个影响着安全模型的重要概念，在整个系统中还具有其他

重要意义。任何用户都可以查询他们可以访问的任何记录的所有者字段。但是，设置 ownerId 字段具有以下限制： 

 对于大多数用户和大多数对象，此字段无法在插入时直接设置。它在插入一个对象时被隐式地设置为当前用户。 
 当创建或更新一个 Case 或 Lead 时，客户端应用程序（也就是具有足够的权限来转移记录的登录应用程序）可以将此字段

设置为组织中的任何有效 User 或组织中任何具有合适类型的有效队列。 

 通过 API 更新此字段仅会更改该记录的所有者。与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转移记录所有权不同，所有权的更改不会

级联影响相关联的记录。 
 在一个帐户上更新此字段会删除现有共享信息，并重新应用组织范围的共享默认设置和共享规则。 

早 API 12.0 和更新版本中，如果您的组织已经设立的销售团队，Account 和 Opportunity 对象的 OwnerId 字段的行为与其他对

象的行为相同。也就是说，如果您更新某个对象中的 OwnerId 字段，任何 AccountShare 或 OpportunityShare 记录都将保留。

在 API 11.0 和更早版本中，共享记录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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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TypeId 

记录类型用于根据不同用户的 Profile 设置，向他们提供不同的业务流程和下拉列表值子集（此外，个人帐户使用记录类型来管

理大量附加元素。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What is a Person Account）。 

记录类型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配置，或者通过在 API 中创建、编辑或删除 RecordType 对象来配置。客户端应用程序也可

以通过调用 RecordType 对象上 query()来检索给定对象的有效字段类型 ID（字符串）列表。 

对象中的 RecordTypeId 字段包含与一个标准或自定义对象相关联的 RecordType 的 ID。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设置此字段。如果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指定，所有记录类型 ID（字符串）必须引用该对象的一

个有效字段类型（更多关于 ID 字段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注意：只有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为您的组织至少配置了一种记录类型，RecordTypeId 字段才会出现在 WSDL
文件中。 

 

CurrencyIsoCode 
对于启用了多种货币的组织，CurrencyIsoCode 字段包含与对象中的货币值相关联的货币 ISO 编码的字符串表示。注意，

User 对象具有一个 DefaultCurrencyIsoCode 字段，它是该用户的默认货币。例如，法国的用户可以将一个

DefaultCurrencyIsoCode 设置为 Euros，这将是他们在应用程序中默认货币。但是，User 对象可以拥有存储在不同货

币中的自定义货币字段。 

API 字段属性 

对象上的字段表示每个对象的细节，类似于数据库表中的列。每个对象上的每个字段具有一个或多个以下属性： 
 
属性 说明 

Autonumber API 创建一个自动编号 

Create 在创建期间可以使用 API 为该字段指定的值 

Defaulted on create 当创建时，如果没有指定其他值，将提供一个默认值 

Delete 可以使用 API 删除的该字段的值 

Filter 可以在 SOQL 查询 FROM 或 WHERE 子句中用作过滤条件 

idLookup 可用于在 upsert()调用中指定一个记录。每个对象的 Id 字段具有此属性和一些 Name 字

段。也存在一些例外，所以一定要检查您想要 upsert()的任何对象中的属性 

Nillable 该字段可以包含一个空值 

Query 该字段可以在 API 中使用 SOQL 查询 

Replicate 该字段的值可以使用 API 复制 

Restricted picklist 一个下拉列表，所显示的值依赖于另一个下拉列表的值 

Retrieve 该字段的值可以使用 API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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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Search 可以在 API 中使用 SOSL 搜索 

Update 可以使用 API 更新 

对象之间的关系 

关系将对象与 Salesforce 中的其他对象相关联。例如，一个关系可以将一个自定义对象链接到一个相关列表中的标准对象，比

如将一个名为 Bugs 的对象链接到案例来跟踪与客户案例相关的产品缺陷。要查看标准对象之间的父子关系，可以查看“数据模

型”中的 ERD 图。 

注意：可以在 SOQL 查询中使用父子关系。更多信息，请参阅“关系查询”。 

可以通过在一个对象上创建自定义关系字段来定义不同类型的关系。关系类型之间的区别包括它们如何在页面布局中处理数

据删除、记录所有权、安全性以及必需字段： 

 主从复合关系（1:n）——一个父子关系，其中的主对象控制着从对象的某些行为： 

- 当主对象的一个记录被删除时，其相关的从记录也会被删除。 

- 从对象上的 Owner 字段不可用，并且被自动设置为与其相关联的主记录的所有者。主从复合关系的“从”端的自定义对象

不能有共享规则、手动共享或队列，因为这些需要 Owner 字段。 
- 从记录继承其主记录的共享和安全设置。 

- 主从复合关系字段（链接两个对象的字段）在从记录的页面布局上是必需的。 

可以在两个自定义对象之间或一个自定义对象与一个标准对象之间定义主从复合关系。但是，标准对象不能位于与自定义对

象的主从复合关系的“从”端。此外，不能创建 User 或 Lead 对象为主对象的主从复合关系。 

当定义个主从复合关系时，您正在处理的自定义对象位于“从”端。在其他对象的页面布局上，它的数据可以显示为一个自

定义相关列表。 

 多对多——可以使用主从复合关系来在两个标准对象、两个自定义对象或者一个自定义对象与一个标准对象之间建模多对

多关系。多对多关系可以将一个对象的每个记录链接到另一个对象的多个记录，反之亦然。例如，可以将一个名为 Bug 的

自定义对象与标准案例对象相关联，这样，一个 bug 就可以与多个案例相关联，一个案例也可以与多个 bug 相关联。要创

建一个多对多关系，只需创建一个具有两个主从复合关系字段的自定义接合对象，每个字段链接到您想要关联的对象。参

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了解详细信息。 

具有两个主从复合关系的自定义对象受 API 11 及更新版本支持。 

 查找（1:n）——此关系类型将两个对象链接在一起，但是不会影响到删除操作或安全性。与主从复合关系字段不同，查

找字段不会自动设置为必需字段。当定义一个查找关系时，一个对象的数据可以在另一个对象的页面布局上显示为一个自

定义相关列表。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了解详细信息。 

要创建关系，使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或 Salesforce Metadata API。详细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在 Axis 中，一个关系的元素将是父子关系的一个查询结果或父子关系的一个 s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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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标记字段、标签和 API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支持更改一些字段和标签上的标志。尽管无法使用 API 为字段或标签重新添加标志，但可以检索当前值。

为此，发出一个 describeSObjects()调用并检查返回的 describeSObjectResult 的标志字段。 

Force.com AppExchange 对象前缀与 API 

如果您有一个非托管包并且一个托管包已可用，包中的自定义字段、自定义对象和 Scontrol 的 API 名称将会更改，因为这些组件

都被添加了一个名称空间前缀，以使它们保持唯一：名称__c 变为了前缀__名称__c。要从一个非托管包迁移到同一个应用程序

的托管包版本，我们建议导出数据，卸载旧包，检查名称更改，然后使用相关映射进行导入。详细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

助主题 About Managed Packages。 

自定义对象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可以通过定义自定义对象来扩展您组织的 Salesforce 数据。自定义对象是自定义 Salesforce 数据库

表，支持存储您组织的独特信息。对于自定义对象，custom 标志（describeSObjectResult 调用中的一个布尔型字段）为

true。 

具有足够权限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在现有兑现上执行 API 调用。可以使用客户端应用程序的元数据 WSDL 或使用 Force.com IDE
创建新的自定义对象。关于使用元数据 WSDL 来创建新自定义对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Force.com Metadata API 开发人员指

南。关于 Force.com IDE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Developer Force。 

借助以下主题来理解 API 如何与自定义对象和字段交互： 

 自定义对象的命名约定 

 自定义对象之间的关系 
 自定义对象的审计字段 

 共享和自定义对象 
 自定义对象中的必需字段 

 托管包和 API 名称 

自定义对象的命名约定 

自定义对象具有一个相关联的名称字段，该字段由 Salesforce 管理员在设置期间定义。自定义对象必须在组织中具有唯一的名

称。 

在 API 中，自定义对象的名称通过两条下划线和紧随其后的小写 c 字符组成的后缀来标识。例如，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一个标

为 Issue 的自定义对象在该组织的 WSDL 中显示为 Issue__c。 

关系会更改命名约定，参阅“自定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了解更多信息。 

要让一个自定义对象记录出现在Salesforce用户界面中，必须填充其名称字段。如果使用API来创建没有名称的自定义对象记录，

那么该记录的ID将被用作其名称。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i_meta/index.htm
https://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Force.com_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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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对象之间的关系 

自定义对象与其他对象相关联，其行为类似于标准对象，如“对象之间的关系”中所述。例如，主从复合关系中的自定义对

象支持级联删除。 

自定义对象需要进行特殊处理才能包含在“关系查询”中，对于自定义对象的关系字段名称，会将“__r”附加到名称后面来创

建 ID，将“__c”附加到名称后面来创建父对象指针。例如，如果关系字段名称为 MyRel，那么 ID 名称就会变为

MyRelId__r，父对象指针变为 MyRel__c，关系名称为 MyRel__r。更多信息请参阅“了解关系名称和自定义对象以及自定义字

段”。 

下表总结了各个标准对象是否可以： 

 位于与一个自定义对象之间的主从复合关系的“主”端。主从复合关系涉及到由父对象控制的级联删除和共享规则。 
 位于与一个自定义对象之间的查找关系中的“查找”端。换而言之，一个自定义对象是否拥有对标准对象的查找权限。 
 使用自定义字段进行扩展。 

 
标准对象 主从复合 查找 自定义字段 

Account 是 是 是 

Campaign 是 是 是 

Case 是 是 是 

Contact 是 是 是 

Contract 是 是 是 

Event 否 否 是 

Lead 否 否 是 

Opportunity 是 是 是 

Product2 否 是 是 

Solution 是 是 是 

Task 否 否 是 

User 否 是 是  

自定义对象也可以具有与其他自定义对象或标准对象之间的多对多关系。多对多关系可以将一个对象的每个记录链接到另一个

对象的多个记录，反之亦然。更多信息请参阅“对象之间的关系”。 

自定义对象的审计字段 

自定义对象可以具有与标准对象相同的审计字段。组织必须启用 API 并且有能力创建审计字段，而且您必须拥有 Modify All 
Data 权限。 

当创建自定义对象时，会为该对象自动创建和填充 4 个审计字段 CreatedById、CreatedDate、LastModifiedById 和

LastModifiedDate。这些字段是只读的。 

注意以下限制： 

 CreatedDate 不能大于 LastModifiedDate。 
 您不能将任何日期字段设置为大于当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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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计字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字段”。 

共享和自定义对象 

为每个不具有与其他对象之间的主从复合关系的对象创建一个共享规则对象。这些规则类似于标准对象共享规则，例如

AccountOwnerSharingRule。如果创建自定义对象的用户拥有 Manage Users 权限，会自动为其创建一个共享规则对象。 

Apex 共享原因可通过在自定义对象的共享对象上执行 describeSObject()并检查 rowCause 字段中的信息来获得。每

个自定义对象的共享对象名称的形式为 MyObjectName__Share，类似于 AccountShare 和其他标准对象共享对象。 

标记和自定义对象 

当创建一个自定义对象时，也会创建一个与其相关的标记对象。这些对象名称的形式为 MyObjectName__Tag，类似于

AccountTag 和其他标准对象标记对象。 

自定义对象中的必需字段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可以交给一个自定义字段 标记为必需，这也可以在 API 中执行。每个自定义字段都有一个字段

isRequired，其数据类型为布尔型。默认值为 false。如果设置为 true，每个请求必须为此字段提供一个值（或保留当前

值）。否则，请求将会失败。一旦将该值设置为 true，在下次编辑或创建字段时，将进行验证，并且如果没有提供值或指定默

认值，请求将会失败。 

要编辑 isRequired 字段，必需以拥有 Customize Application 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 

如果在一个现有客户端应用程序或集成中将一个自定义对象字段更改为必需，请确保始终会为该字段提供一个值。例如，如果联

系人对象上的自定义下拉列表字段 Education Level 是必需的，那么为该自定义字段提供一个默认值。如果一个必需字段没

有指定值或默认值，将返回一个带有状态码 REQUIRED_FIELD_MISSING 的错误。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主题

About Universally Required Fields。 

托管包和 API 名称 

如果您拥有一个非托管包并且一个托管包版本已可用，那么该包中的自定义字段、自定义对象和 Scontrol 的 API 名称将会更

改，因为这些组件都被添加了一个名称空间前缀，以使它们保持唯一：名称__c 变为了前缀__名称__c。要从一个非托管包迁移

到同一个应用程序的托管包版本，我们建议导出数据，卸载旧包，安装新包，检查名称更改，然后使用相关映射进行导入。详细

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主题 About Managed 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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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API 调用基础 
 

API 调用表示一些特定操作，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运行时调用这些操作

来执行任务，例如： 

 
 在组织中查询数据。 
 添加、更新和删除数据。 
 获得关于您的数据的元数据。 

 运行实用程序来执行管理任务。 

使用您的开发环境，您可以构造以编程方式使用标准 Web 服务协议的 Web 服

务客户端应用程序： 

 登录到登录服务器（login()调用）并接收将用于后续调用的验证信息 
 查询您组织的信息（query()、queryAll()、queryMore()和

retrieve()调用） 
 对整个组织的信息执行文本搜索（search()调用） 
 创建、更新和删除数据（create()、merge()、update()、upsert()、

delete()和 undelete()调用） 

 执行官理性任务，比如检索用户信息（getUserInfo()调用）、更改密码

（setPassword()和 resetPassword()调用），以及获取系统时间 
（getServerTimestamp()调用） 

 局部复制数据（getDeleted()和 getUpdated()调用） 
 获取和导航关于组织数据的元数据（describeGlobal()、

describeSObject()、describeSObjects()、describeLayout()

和 describeTabs()调用） 
 处理工作流和批准（process()） 

参阅“核心调用”、“描述调用”和“实用程序调用”，了解关于每种调用的完

整细节。 

本章内容： 

 API 调用的特征 

 影响数据访问的因素 

 包版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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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调用的特征 

所有 API 调用都是： 

 服务请求和响应——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通过 API 准备和提交一个服务请求到 Force.com Web 服务，Force.com Web 服

务处理请求 并返回一个响应，客户端应用程序然后处理响应。 

 同步的——一旦调用了一个 API 调用，客户端应用程序就会等待接收来自服务的响应。异步调用不受支持。  
 自动提交——写入 Salesforce 对象的每个操作都自动提交。这类似于 SQL 中的 AUTOCOMMMIT 设置。对于试图写入一

个对象中的多条记录的 create()、update()和 delete()调用，针对每条记录的写入操作会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事务来

处理。例如，如果客户端应用程序试图创建两个新帐户，那么这两个帐户通过互相排斥的插入操作来创建，这两个操作的

成功与否互不相关，与一个分组不同。 

注意：这意味着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处理一些失败：例如，假如创建一个具有装运信息的机会（一个自定义对象），

机会子项目会成功创建，但装运信息创建失败。对于这种情况，如果您的业务规则要求创建的所有机会都必须具有装运

信息，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将需要回滚机会的创建。 

影响数据访问的因素 

当使用 API 时，以下因素会影响对您组织的数据的访问： 

 您的组织必须启用了 API 访问权限，并且试图访问 API 的用户必须选择了配置文件权限 API Enabled。该权限默认已选

中。 
 根据您使用的 WSDL： 

 企业 WSDL：生成的企业 WSDL 文件包含组织可用的所有对象。通过 API，客户端应用程序能够访问在企业 WSDL
文件中定义的对象。 

 合作伙伴 WSDL：当使用生成的合作伙伴 WSDL 文件时，客户端应用程序能够访问在 describeGlobal()调用中

返回的对象。 

更多信息，请参阅“为您的组织生成 WSDL 文件”。 

 一些对象可能不会出现在 WSDL 中，因为您必须首先联系 salesforce.com 并请求访问，例如，Territory 或 Campaign 对

象。这些对象已在每个对象的“用法”部分中注明。 
 您配置的权限是否允许访问数据。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以用户的身份登录 Force.com Web 服务。与登录用户相关联的配

置文件授权或拒绝对您组织中的特定对象和字段的访问。 

对于某些对象，用户配置文件配置了以下权限之一： 

 Read——用户只能查看此类型的对象。 
 Create——用户可以读取和创建此类型的对象。 

 Edit——用户可以读取和更新此类型的对象。 

 Delete——用户可以创建、编辑和删除此类型的对象。 

这些权限适用于许多对象，包括：Account、Asset、Campaign、Case、Contact、Contract、Document、Lead、
Opportunity、Pricebook2、Product2 和 Solution。其他对象（比如 AccountTeamMember）允许在分配了相关联的权限

的对象上共享（比如 Account 帐户）。类似地，Partner 依赖于相关联的 Account 中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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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权限可以重写共享： 

 View All——用户可以查看所有与此对象相关联的记录，无论共享设置如何。 
 Modify All——用户可以读取、编辑、删除、传输和批准与此对象相关联的所有记录，无论共享设置如何。 
 Modify All Data——用户可以读取、编辑、删除、传输和批准所有记录，无论共享设置如何。此权限不是一个对象

级权限，与View All和Modify All不同。 

当一个应用程序登录到 API 时，所有事务都会以登录用户的身份运行。因此，要保护数据的安全性，只为该用户（登录用

户）分配成功执行应用程序所做的所有调用所需的权限。对于大型集成应用程序，可能需要 Modify All Data 权限。 

用户权限不会影响字段级安全。如果字段级安全指定一个字段为隐藏，那么具有该对象 Read 权限的用户只能查看该记录上

未隐藏的字段。此外，具有一个字段 Read 权限的用户仅能查看共享设置所允许的记录。一个例外是 Edit Read Only Fields
权限，它支持用户编辑通过字段级安全设置标为只读的字段。 

API 考虑了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配置的对象级和字段级安全性。只有登录用户配置文件中的安全设置允许您访问对象

和字段时，您才能访问它们。例如，对给定用户不可见的字段不会在 query()或 describeSObjects()调用中返回。 

 登录用户的共享模型是否允许访问数据。对于大多数 API 调用，登录用户共享模型以外的数据不会返回。用户被授予了

适用于他们的最大限度的访问权限，无论是通过组织范围默认设置还是手动记录共享设置。 
 组织是否使用区域管理来控制用户对帐户、案例和机会的访问。区域管理可以在企业、完整和开发人员版组织中使用。更

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给定对象是否配置为通过特定 API 调用访问。例如，要使用 create()调用创建对象，该对象必须配置为可创建（对象

的 createable 属性设置为 true）。要确定允许在给定对象上执行哪些操作，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该对象上调用

describeSObjects()并在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检查以下属性：creatable（create()调用）、updateable

（update()调用）、deletable（delete()调用）、queryable（query()调用）、retrievable（retrieve()

调用）、searchable（search()调用）以及 replicatable（getUpdated()和 getDeleted()调用）。 
 一个特定更改是否会破坏组织的 Salesforce 数据的参照完整性。例如： 

 引用字段中的 ID 值（参阅“引用字段类型”）可以在 create()和 update()调用中验证。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

阅“ID 字段类型”。 

 如果客户端应用程序 delete()一个对象实例，那么其子对象会作为调用的一部分自动删除，只要该子对象的

ChildRelationship 上的 cascadeDelete 属性的一个值为 true。例如，如果一个客户端应用程序删除了一个

Opportunity，那么任何相关联的 OpportunityLineItem 记录都会删除。但是，如果一个 OpportunityLineItem 不可删

除或者当前正在使用，那么父 Opportunity 上的 delete()调用将会失败。如果想要确认一下要删除的内容，使用

describeSObjectResult 查看 ChildRelationship 值。 

有一些例外会阻止 cascadeDelete 的执行。例如，如果一个帐户拥有相关联的案例，如果它与由另一个用户所有的机

会相关联，或者为自助门户启用了相关联的联系人，那么该帐户将无法删除。此外，如果试图删除的帐户具有您所拥有

的已结束/成功机会或具有活动的联系人，那么对该记录的删除请求将失败。 

 一个对象中的一个给定字段是否可以更新。例如，只读字段无法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更改。 
 一个给定特性是否被您组织使用。例如，只有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为您的组织至少配置了一个记录类型，

recordTypeId 字段才会出现在您的 WSDL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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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对象的规则（比如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配置的字段必须是唯一的）已不再通过 API 来实施，但是指定一个自定

义对象中的一个字段为必需字段的规则仍然通过 API 来实施。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义对象中的必需字段”。 
 一个对象实例的所有权更改不会自动级联影响其他对象实例。例如，如果给定 Account 的所有权更改，与该 Account 相关

联的任何 Contract 的所有权不会自动更改，每次所有权更改必须由客户端应用程序独立、显式地执行。 

 某些可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配置的特性无法通过 API 访问或隐式地执行。例如： 

 页面布局可以指定一个给定字段是否是必需的，但是 API 不会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实施这类特定

于布局的字段限制或验证。如果适用，需要由客户端应用程序来实施任何此类限制。 

 记录类型可以控制在给定记录中选择哪些下拉列表值，以及哪些具有不同配置文件的页面布局用户可以查看。但是，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配置和实施的这类规则不会在 API 中实施。例如，API 不会验证一个下拉列表字段中的值

是否适用于与登录用户配置文件相关联的任何记录类型限制。类似地，API 不会因为特定字段不会出现在与登录用户

的配置文件相关联的一个布局中，而阻止客户端应用程序向特定字段添加数据。 

如果任何这类限制是必需的，则应该由客户端应用程序中的业务逻辑来显式实施它们。 

包版本设置 

当您的 API 客户端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时，您可以指定想要为您的集成引用的每个已安装包的版本。这允许您的 API 客户端继

续实施特定的已知行为，即使在安装一个包的后续版本时。如果必要，您可以使用 PackageVersionHeader SOAP 报头来为不同

的调用设置不同的包版本。 

包版本是一组上传到一个包中的组件。它由一个版本号（主要编号.次要编号）来表示，比如 2.1。发布者可以通过发布后续的包

版本来平稳地改进托管包中的组件，而不会破坏使用该包的现有客户集成。 

如果包版本不是由一个 API 调用所提供的，API 调用的默认包版本会提供回退设置。许多 API 客户端都不包含包版本信息，因此

默认设置会维持这些客户端的现有行为。 

您可以为企业 API 和合作伙伴 API 调用指定默认包版本。企业 WSDL 适用于希望仅使用其 Salesforce 组织构建集成的客户。它

是强类型的，这意味着在具有特定数据类型（比如整形和字符串）的对象和字段上操作。合作伙伴 WSDL 面向希望构建可跨多

个 Salesforce 组织工作的集成的客户、合作伙伴和 ISV，无论各个组织的自定义对象或字段具有何种类型。它是弱类型的，这意

味着调用在字段名称和值的名称-值对而不是特定数据类型上操作。 

您必须将企业 WSDL 与特定包版本相关联，以维持客户端的现有行为。一些选项可用于从客户端应用程序设置一个 API 调用的

包版本绑定，无论该应用程序使用的是企业还是合作伙伴 WSDL。从基于企业 WSDL 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发出的 API 调用的包版

本信息由以下设置中的第一个匹配设置确定。 

1. PackageVersionHeader SOAP 报头。 

2. SOAP 端点包含一个格式为服务器名称/服务/Soap/c/api_version/ID 的 URL，其中 api_version 是 API 的版本，

比如 16.0，ID 对在生成企业 WSDL 时生成的包版本选择进行编码。 
3. 默认企业包版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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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WSDL 在用于与多个组织的集成时更加灵活。如果您在配置默认合作伙伴包版本时选择了 Not Specified 选项，那么

行为将由 后安装的包版本来定义。这意味着包组件（比如 Apex 触发器）的行为可以在更新包时更改，并且该更改会立即影响

集成。用户可能希望从客户端应用程序为所有合作伙伴 API 调用选择一个已安装包的特定版本，以确保后续的包版本安装不会

影响他们的现有集成。 

合作伙伴 API 的包版本信息由以下设置中的第一个匹配设置确定。 

1. PackageVersionHeader SOAP 报头。 

2. 一个 Visualforce 页面的一个 API 调用使用该 Visualforce 页面的包版本设置。 

3. 默认合作伙伴包版本设置。 

要为 API 调用配置默认包版本： 

1 .  单击 Setup➤Develop➤ API。 

2 .  单击 Configure Enterprise Package Version Settings 或 Configure Partner Package Version Settings。这些链接只

有在组织中至少选择了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时才可用。 

3 .  为每个已安装托管包选择一个 PackageVersion。如果不确定选择哪个包版本，应该保留默认选择。 
4 .  单击 Save。 

注意：在组织中安装一个包的新版本不会影响当前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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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错误处理 

 
本章内容： 

 会话过期错误处理 
 关于错误处理的更多信息 

API 调用返回错误数据，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这些数据识别和解决运行时错

误。如果在执行大多数 API 调用期间发生了一个错误，API 将执行以下类型的错

误处理： 

 对于由不正确的消息格式导致的错误或类似问题，API 返回一条 SOAP 错误

消息和一个相关联的 ExceptionCode。 
 对于大多数调用，如果错误是由于特定于查询的问题引起的，API 将返回一个

Error。例如，如果一个 create()请求包含多于 200 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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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过期错误处理 

当通过 login()调用登录时，将开始一个新的客户端会话并生成相应的唯一会话 ID。会话在指定的时间量（默认为 2 小时）之

后自动过期，这个时间量在 Salesforce 应用程序的 Security Controls 设置区域中指定。当会话过期时，将返回异常代码

INVALID_SESSION_ID。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必须再次执行 login()调用。 

关于错误处理的更多信息 

关于错误的更多信息，参阅以下主题： 

 API 错误元素 

 ExceptionCod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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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安全性与 API 

本章内容： 

 用户身份验证 

 用户配置文件配置 

 安全令牌 

 共享 

 对象和字段的隐含限制 

 Force.com AppExchange 包中的 API

访问 

 出站端口限制 

对于安装了 Force.com AppExchange 托管包的组织，如果这些包包含通过 API
访问 Salesforce 的组件，那么访问这些组织的 Salesforce 数据的客户端应用程

序会受到额外的保护。 



 

 69  

用户身份验证 

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使用组织的有效凭据登录。服务器验证这些凭据，如果有效则为客户端应用程序提供： 

 一个 sessionId，必须在会话报头中设定此 sessionId，以使所有对 Web 服务的后续调用都通过验证 
 客户端应用程序的 Web 服务请求的一个 URL 地址（serverUrl）客户端应用程序 

Salesforce.com 仅支持安全套接字层（Secure Sockets Layer，SSL）协议 SSLv3 和传输层安全（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TLS）协议。密码的密钥长度不得少于 128 位。 

用户配置文件配置 

组织的 Salesforce 管理员通过配置配置文件并为其分配用户，控制各种特性和视图的可用性。要访问 API（以发出调用和接收调

用结果），用户必须拥有 API Enabled 配置文件权限。客户端应用程序仅能查询或更新它们能够通过登录用户的配置文件访问的

对象和字段。 

要创建、编辑或删除配置文件，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转到 Setup➤ Manage Users➤Profiles。 

注意：Force.com Web Services WSDL 文件为组织返回所有可用对象和字段。 

安全令牌 

当用户登录到 Salesforce 时（无论是通过用户界面、API 还是 Connect for Outlook、Connect Offline、Connect for Office、
Connect for Lotus Notes 或 Data Loader 等桌面客户端），Salesforce 按以下方式确认登录已经过授权： 

1. Salesforce 检查用户的配置文件是否具有登录小时限制。如果为用户配置文件指定了登录小时限制，在指定时间段以外的

任何登录都将被拒绝。 
2. Salesforce 然后检查用户配置文件是否具有 IP 地址限制。如果为用户配置文件定义了 IP 地址限制，来自未指定的 IP 地

址的任何登录都将被拒绝，来自指定 IP 的任何登录都将被允许。 

3. 如果未设置基于配置文件的 IP 地址限制，Salesforce 会检查用户是否从其过去经常用于访问 Salesforce 的 IP 地址登录： 
 如果用户从包含 Salesforce cookie 的浏览器登录，那么登录将被允许。如果用户以前使用过一个浏览器登录

Salesforce，并且未清除浏览器 cookie，那么该浏览器将拥有 Salesforce cookie。 

 如果用户从组织的可信 IP 地址列表中的一个 IP 地址登录，那么登录将被允许。 
 如果用户登录既不是来自一个可信 IP 地址，也不是来自具有 Salesforce cookie 的浏览器，那么登录将被拒绝。 

只要登录被拒绝或返回一个 API 登录错误，Salesforce 必须验证用户的身份： 

 对于通过用户界面进行的访问，用户将被提示单击 Send Activation Link 按钮来向在用户的 Salesforce 记录中指定的地址

发送一封激活电子邮件。该电子邮件指导用户将一个激活链接复制并粘贴到浏览器中来激活他们的计算机，以登录

Salesforce。电子邮件中包含激活链接在自用户单击 Send Activation Link 按钮之后的 24 小时内有效。24 小时之后，激

活链接将过期，用户必须重复激活过程才能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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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通过 API 或客户端进行的访问，用户必须将他们的安全令牌添加到密码的末尾才能登录。安全令牌是从 Salesforce 自

动生成的一个密钥。例如，如果用户的密码为 mypassword，他们的安全令牌为 XXXXXXXXXX，那么用户必须输入

mypasswordXXXXXXXXXX 才能登录。 

用户可以通过更改密码获取他们的安全令牌，或者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重置安全令牌。当用户更改其密码或重置其安

全令牌时，Salesforce 向用户的 Salesforce 记录上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一个新的安全令牌。该安全令牌在用户重置其安全

令牌、更改密码或重置密码之前有效。 

提示：建议在从新 IP 地址访问 Salesforce 之前，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从可信的网络获取安全令牌。 

注意：关于安全令牌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Resetting Your Security Token。 

当用户的密码更改时，用户的安全令牌会自动重置。在用户将自动生成的安全令牌添加到他或她的密码末尾之前，或者在管理

员将他们的 IP 地址添加到组织的可信 IP 地址列表之后到输入新密码之前，用户的登录将被拒绝。 

如果为组织启用了单点登录（Single Sign-On，SSO），如果访问 API 或桌面客户端的用户的配置文件设置了 IP 地址限制，并

且他们的 IP 地址未包含在组织的可信 IP 地址列表或用户配置文件中，那么他们将无法登录 Salesforce。而且，委托验证权威

机构通常为具有 Uses Single Sign-On 权限的用户使用登录锁定策略。但是，如果为组织启用了安全令牌，那么组织的登录锁

定设置将决定用户在被锁定在 Salesforce 外之前可以使用无效安全令牌尝试登录的次数。更多信息请参阅在线帮助中的 Setting 
Login Restrictions 和 Setting Password Policies。 

共享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共享指的是向用户或分组授予读取或写入访问权限的操作。如果默认组织访问级别不允许这类用户

查看或编辑由其他用户所有的记录，那么共享将使他们具有此访问权限。所有 API 调用的都遵循共享模型。 

下表描述了访问级别类型。 

 

API 值 Salesforce 用户 
界面标志 

API 下拉列表标志 说明 

None Private Private 
只有记录所有者和层次结构中位于该角色之上的

Users 能够查看和编辑该记录 

Read Read Only Read Only 

所有 Users 和 Groups 都能够查看该记录，但不能

编辑它。只有所有者和层次结构中位于该角色之上

的用户能够编辑该记录 

Edit Read/Write Read/Write 所有 Users 和 Groups 都能够查看和编辑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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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值 Salesforce 用户 

界面标志 

API 下拉列表标志 说明 

ReadEditTransfer Read/Write/Transf
er 

Read/Write/Transf
er 

所有 Users 和 Groups 都能够查看、编辑、删除

和传输该记录（仅能在案例和销售线索中作为一

种组织范围的设置使用）
All Full Access Owner 

所有 Users 和 Groups 都能够查看、编辑、删除

和传输该记录（仅能在案例和销售线索中作为

一种组织范围的设置使用） 

ControlledByParen
t 

Controlled by 
Parent 

Controlled By 
Parent 

（仅适用于联系人）。所有 Users 和 Groups 都

能够在联系人上执行一种操作（比如查看、编辑

或删除），基于他或她能否在与该联系人相关联

的记录上执行相同操作  

不是所有访问级别都可用于每个对象。参阅每个对象的字段表，了解哪些访问级别可用，以及特定于该对象的其他共享细节。 

关于共享的更多一般性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注意：在 API 中，可以创建和更新为记录定义共享条目的对象，比如 AccountShare 和 OpportunityShare。 

对象和字段的隐含限制 

某些对象仅能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创建或删除。另外一些对象是只读的，客户端应用程序无法 create()、delete()或

update()这类对象。类似地，一些对象中的某些字段可以在 create()而不是 update()上指定。另外一些字段是只读的，

客户端应用程序无法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指定字段值。更多信息请参阅 “标准和自定义对象基础”中对各个对象

的分别描述。 

Force.com AppExchange 包中的 API 访问 

API 支持拥有登录到 API 权限的用户来访问对象和调用。已安装的包具有通过 API 访问数据的组件时，为了防止出现安全问

题，Salesforce 提供了额外的安全性： 

 当开发人员创建一个包含需要访问 API 的组件的 AppExchange 包时，开发人员可以限制这些组件的 API 访问。 

 当管理员安装一个 AppExchange 包时，管理员可以接受或拒绝访问。拒绝访问将会取消安装。 

 在管理员安装包之后，管理员可以限制包中访问 API 的组件的 API 访问权限。 

编辑包的 API 访问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完成。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Managing API and 
Dynamic Apex Access in 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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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 API 访问会影响从该包中的组件发起的 API 请求，它决定 API 请求可以访问的对象。如果一个包的 API 请求未定义，那么

API 请求能够访问的对象将由用户的配置文件权限决定。 

包的 API 访问绝不会允许用户执行在用户的配置文件上授予的权限以外的操作。包中的 API 访问只会缩小用户配置文件允许的

访问权限。 

在包中为 API Access 设置选择 Restricted 会影响以下方面： 

 包中的 API 访问会覆盖在用户配置文件中授予的以下权限： 

 Author Apex 
 Customize Application  

 Edit HTML Templates  

 Edit Read Only Fields  

 Manage Billing 

 Manage Call Centers  

 Manage Categories 

 Manage Custom Report Types 
 Manage Dashboards  

 Manage Letterheads 

 Manage Package Licenses  

 Manage Public Documents 

 Manage Public List Views  

 Manage Public Reports 

 Manage Public Templates  

 Manage Users 

 Transfer Record 
 Use Team Reassignment Wizards 
 View Setup and Configuration 
 Weekly Export Data 

 如果在对象的 API 访问设置中未选择 Read、Create、Edit 和 Delete 访问，用户将不能从包组件访问这些对象，即使

用户具有 Modify All Data 和 View All Data 权限。 
 Salesforce 拒绝从具有 Restricted 访问权限的 AppExchange 包访问 Web 服务和 executeanonymous 请求。更多关

于 executeanonymous 和使用 Apex 访问 Web 服务的信息，请参阅 Force.com Apex Code Developer’s Guide。 

以下考虑因素也适用于包中的 API 访问： 

 无论包中具有怎样的 API 访问权限，工作流规则和 Apex 触发器都会触发。 

 如果一个组件位于组织中的多个包中，组织的所有包中的该组件的 API 访问不会受到限制，无论具有怎样的访问设置。  
 如果 Salesforce 在您选择包的受限访问之后引入了一个新的标准对象，默认不会授予对新标准对象的访问。必须修改受

限访问设置以包含新标准对象。 
 当升级一个包时，对 API 访问的更改将被忽略，即使开发人员指定了它们。这确保了进行升级的管理员具有完全的控制

权。在安装期间，安装人员应该仔细检查每次升级中的包访问更改，并标注所有可接受更改。由于这些更改会被忽略，

所以管理员应该在升级之后手动应用任何可接受更改。 
 S 控件由 Salesforce 提供并以嵌入的方式在 Salesforce 中呈现。由于此紧密集成，已安装包中的 s 控件可以采用一些方

法来将其特权提升到用户的完全特权。为了保护安装包的组织的安全，s 控件具有以下限制。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exco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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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正在开发的包（也就是未从 AppExchange 安装的包），您只能将 s 控件添加到具有默认的 Unrestricted API
访问的包中。一个包拥有 s 控件之后，您将无法启用 Restricted API 访问。 

 对于已经安装的包，您可以启用访问限制，即使该包包含 s 控件。但是，访问限制只能提供对 s 控件的有限保护。

Salesforce 建议首先理解 s 控件中的 JavaScript，然后再根据访问限制来设置 s 控件的安全性。 
 如果已安装包具有 Restricted API 访问权限，升级只有在升级版本不包含任何 s 控件时才会成功。如果升级版本中

包含 s 控件，您必须将当前安装的包更改为 Unrestricted API 访问权限。 

要管理对包的 API 访问，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Managing API and Dynamic Apex Access in Packages。 

注意：从受限包发起的 XML-RPC 请求将被拒绝访问。 

出站端口限制 

出于安全原因，Salesforce 会限制您出站端口，您可以指定以下端口之一： 

 80：此端口仅接受 HTTP 连接。 

 443：此端口仅接受 HTTPS 连接。 
 7000-10000（包含 7000 和 10000）：这些端口接受 HTTP 或 HTTPS 连接。 

端口限制适用于需要指定端口的任何特性，比如出站消息、AJAX 代理或单点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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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使用合作伙伴 WSDL 

API 提供了两个 WSDL 供选择： 

 企业 Web Services WSDL——由企业开发人员用于为单一 Salesforce 组织

构建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是强类型的，这意味着它包含具有特定数据类型

（比如整型值和字符串）的对象和字段。使用企业 WSDL 文档的客户想要使

用不同的 API 版本时，必须对其自定义对象或字段进行更改。要访问您组织

的当前 WSDL，请登录到您的 Salesforce 组织并单击 Setup➤Develop➤
API➤Generate Enterprise WSDL。 

 合作伙伴 Web Services WSDL——用于元数据驱动和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客

户端应用程序。它对为多个组织构建客户端应用程序的 salesforce.com 合作

伙伴尤其有用（对其他用户也可能有用）。作为 Salesforce 数据模型的弱类

型表示，它具有字段名称和值的名称-值对，而没有特定的数据类型。它可用

于访问任何组织内部的数据。此 WSDL 适用于客户端开发人员，能够在客

户端操作一个对象之前发出查询调用来获取该对象的信息。每个 API 版本的

合作伙伴 WSDL 文档仅需下载和使用一次。要访问您组织的当前 WSDL，登

录到您的 Salesforce 组织并单击 Setup➤Develop➤API➤Generate 
Partner WSDL。 

一般而言，企业 WSDL 更易于使用，但合作伙伴 WSDL 更加灵活，能够动态适应

不同的组织，允许您编写可用于多个用户和多个组织的单一应用程序。 

本章内容： 

 获取合作伙伴 WSDL 文件 

 调用与合作伙伴 WSDL 

 对象、字段和字段数据与合作伙伴

WSDL 

 查询与合作伙伴 WSDL 

 合作伙伴 WSDL 中的名称空间 
 包版本与合作伙伴 WSDL 

 用户界面主题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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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合作伙伴 WSDL 文件 

要使用合作伙伴 WSDL，使用以下方法之一下载该文件的一个副本： 

 从您组织的 Salesforce 管理员处获取它，或者 
 根据“步骤 2：生成或获取 Web Service WSDL”中的说明，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的 Setup➤Develop➤Force.com 

API 区域生成。 

任何时候将自定义字段或自定义对象添加到组织的 Salesforce 信息中都需要重新生成企业 WSDL 文件，但合作伙伴 WSDL 文

件会保持不变，无论对组织的 Salesforce 数据执行了怎样的底层更改。 

调用与合作伙伴 WSDL 

合作伙伴 WSDL 文件定义的 API 调用与企业 WSDL 文件中的定义完全相同。使用合作伙伴 WSDL 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将可能使

用以下 API 调用来决定组织的元数据： 
 
任务/调用 说明 

describeGlobal() 为您组织的数据检索一个可用对象列表 

describeLayout() 检索页面布局中指定对象类型的元数据 

describeSObject() describeSObject()已被 describeSObjects()取代 
describeSObjects() 

用户获取给定对象的元数据。可以首先调用它来检索您组织的所有对象的列表，然后在该列

表中迭代并获取关于各个对象的元数据 
describeTabs() 

在用户界面中，用户可以访问页面顶部的 Force.com 应用程序菜单中列出的标准应用程序（也

可能能够访问自定义应用程序）。任何时候在用户界面中选择一个标准应用程序或自定义应用

程序都允许用户在列出的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要查看组织的元数据，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 

1. 调用 describeGlobal()来获取一个可用对象列表。 

2. 在返回的 describeGlobalResult 中，检索一个 sObjects（types 字段）数组。 
3. 对数组中的每个 sObject 进行迭代，调用 describeSObject()来获取返回的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的 sObject 的一

个字段列表和其他属性。 

对象、字段和字段数据与合作伙伴 WSDL 

企业 WSDL 文件在一个 Salesforce 组织中定义所有特定对象（比如 Account、Contact 和“标准对象”中描述的其他对象），

而合作伙伴 WSDL 文件定义一个通用的对象（ sObject）来表示所有对象。对于一个特定对象，其类型在返回的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的 name 字段中定义。 

使用合作伙伴 WSDL，客户端应用程序代码以表示字段数据的名称-值对数组的形式处理字段。当访问各个字段的名称时，使用

describeS ObjectResult 中 Field 类型中 name 字段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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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语言处理名称-值对和将有类型的值映射到在 SOAP 消息中的定义的基本 XML 数据类型的方式各不相同。使用企业

WSDL，映射是隐式地处理的。但是，使用合作伙伴 WSDL 时，需要在构建客户端应用程序时管理值和数据类型。当指定特定

字段的值时，请确保使用对该字段有效（范围、格式和数据类型）的值。确保理解了编程语言中使用 XML 基本数据类型

（describeSObjectResult 的 Field 类型的 SOAPType 字段中的一个值）的数据类型之间的映射。 

查询与合作伙伴 WSDL 

当对合作伙伴 WSDL 使用 query()调用时，考虑以下原则： 

 queryString 参数区分大小写。API 将接受 fieldList 中使用任何大小写字母组合而成的字段名称。但是，在 QueryResult 中，

字段（包括预定义和自定义字段）名称的大小写形式将与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 Field 类型的 name 字段中的值精确匹

配。建议在 fieldList 中指定字段时使用适当的大小写。 
 对于合作伙伴 WSDL，QueryResult 中的字段顺序由 fieldList 中的字段顺序决定，而不是由 WSDL 文件中的字段顺序决定。 
 fieldList 不能包含重复的字段名称。例如： 

 无效（返回一个错误）："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irstname FROM User" 

 有效："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User" 

 QueryResult 始终包含在 fieldList 中指定的所有字段，即使一些字段不包含数据（null）。尽管 SOAP 允许忽略结果集中

不包含值的字段，但 API 始终会返回包含所有字段的数组。 

合作伙伴 WSDL 中的名称空间 

在 XML 中，每个标记都具有一个已定义的名称空间。在 enterprise.wsdl 中，名称空间被隐式地处理。但是当结合使用

API 调用和合作伙伴 WSDL 时，需要为 API 调用、对象、字段和错误显式地指定正确的名称空间。此规则适用于预定义和自定

义的对象和字段。 
 
类别 名称空间 

API 调用 urn:partner.soap.sforce.com 

sObjects urn:sobject.partner.soap.sforce.com 

字段 urn:sobject.partner.soap.sforce.com 

错误 urn: fault.partner.soap.sforce.com 
 

包版本与合作伙伴 WSDL 

合作伙伴WSDL是弱类型的。这使其对于希望集成多个组织的合作伙伴而言更加灵活。一个API调用没有提供包版本，API调用的

默认包版本提供了回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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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已安装的包选择了默认值（Not Specified），合作伙伴 API 中的包的行为由 新安装的包定义。这意味着包组件（比

如 Apex 触发器）的行为可能在更新包时更改，此更改会立即影响到集成。用户可能希望从客户端应用程序为所有合作伙伴 API
调用选择一个已安装包的特定版本，以确保后续的包版本安装不会影响现有的集成。 

如果组织中有两个不同角色并且开发人员建议更改设置，那么 API 客户端开发人员应该与默认合作伙伴包版本设置的管理员进行

沟通。API 客户端开发人员也可以在该客户端的 PackageVersionHeader SOAP 报头中设置包版本。 

如果合作伙伴开发的包引用了另一个包，那么合作伙伴应该始终在合作伙伴 API 调用中提供基础包的版本信息。这可以确保扩展

包不会受到基础包不接受的组件的影响。 

合作伙伴 API 调用的包版本信息由以下设置中的第一项匹配的设置决定。 

1. PackageVersionHeader SOAP 报头。 

2. 一个 Visualforce 页面的一个 API 调用使用该 Visualforce 页面的包版本设置。 

3. 默认合作伙伴包版本设置。 

要使用合作伙伴 WSDL 配置 API 调用的默认包版本，参阅“包版本设置”。 

用户界面主题 

从 Winter ’06 发行版开始，该在线应用程序支持多个用户界面主题。目前有两种用户界面主题：Salesforce 和 Salesforce 
Classic。getUserInfo()调用返回一个 getUserInfoResult 对象，该对象包含 userUiSkin 属性。此属性通知您用户的当前用

户界面主题。 

可以使用样式表，所以合作伙伴可以模拟在线用户界面的观感。更多信息请参阅 Using the Salesforce CCS in Your Apps。 

示例 

本小节提供以下在 Java 和 C#中编写的代码示例： 

 示例查询调用 
 示例搜索调用 

 示例创建调用 

 示例更新调用 

注意：Java 示例包含 get_any()等 Axis 方法。您在编译前应该在类路径中选择了 Axis 库或者替换了 Axis 方法。 

示例查询调用 

以下 Java 和 C#示例展示了如何为合作伙伴 WSDL 使用 query()调用。 

http://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Using_the_Salesforce_CSS_in_Your_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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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示例 

private void querySample() { 
QueryResult qr = null; 
_QueryOptions qo = new _QueryOptions(); 
qo.setBatchSize (250); 
binding. 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 . getServiceName () . 
getNamespaceURI (), "QueryOptions", qo); 

try { 
qr = binding.query("select Id, Website, Name from Account " + 

"where Name = 'Golden Straw'"); 
if (qr.getSize() != 0) { 
SObject account = qr.getRecords()[ 0]; 
System.out.println("Retrieved " + qr.getSize() + 

" account(s) using Name = 'Golden Straw', ID = " + 
account.getId() + ", website = " + 
account.get_any()[ 1] .getValue()); 

} 
qr = binding.query("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Id from Contact"); 
boolean bContinue = true; 
int loopCount = 0; 
while (bContinue) { 
System.out.println("Results set " + loopCount++ 

+ " - ") ; 
// process the query results 
for (int i = 0; i < qr.getRecords () .length; i++) { 
SObject con = qr.getRecords ()[ i]; 
org.apache.axis.message.MessageElement[ ] fields = con.get_any(); 
String fName = fields[ 0] .getValue (); 
String lName = fields[ 1] .getValue (); 
if (fName == null) { 
System.out.println("Contact " + (i + 1) + ": " + lName); 

} 
else { 
System.out.println("Contact " + (i + 1) + ": " + fName + " " + lName); 
} 

} 
// handle the loop + 1 problem by checking the most recent queryResult 
if (qr.isDone()) { 
bContinue = false; 

} 
else { 
qr = binding.queryMore (qr.getQueryLocator ()); 

}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return; 

} 
System.out.println("\nQuery sample done."); 

} 

C# 示例 

private void 
querySample() { 

QueryResult qr = null;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 new sforce.QueryOptions ();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batchSize = 250;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batchSizeSpecified = true; 

qr = binding.query("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 

bool bContinue = 
true; int loopCounter 
= 0; while (bContinue) 



 

 79

 

 

Console.WriteLine ("\nResults Set " + Convert.ToString(loopCounter++) 
+ " - ") ; 

//process the query results 
for (int i=0;i<qr.records.Length;i++) 
{ 

sforce.sObject con = qr.records[ i]; 
string fName = con.Any[ 0] .InnerText; 
string lName = con.Any[ 1] .InnerText; 
if (fName == null) 

Console.WriteLine("Contact " + (i + 1) + ": " + lName); 
else 

Console.WriteLine("Contact " + (i + 1) + ": " + fName 
+ " " + lName); 

} 
//handle the loop + 1 problem by checking the most recent queryResult 
if (qr.done) 

bContinue = false; 
else 

qr = binding.queryMore(qr.queryLocator); 
} 
Console.WriteLine ("\nQuery successfully executed."); 
Console.Write("\nHit return to continue..."); 
Console.ReadLine(); 

} 
} 

示例搜索调用 

以下 Java 和 C#示例展示了如何对合作伙伴 WSDL 使用 search()调用。 

Java 示例 

private void searchSample() 
{ 
SearchResult sr = null; 
QueryResult qr = null; 
try { 
sr = binding.search ("find { 4159017000} in phone fields returning " 

+ " contact(id, phone, firstname, lastname), " 
+ " lead(id, phone, firstname, lastname)," 
+ " account(id, phone, 

name)");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 
return; 

} 
SearchRecord[] records = sr.getSearchRecords(); 
ArrayList contacts = new 

ArrayList(); ArrayList leads = new 
ArrayList(); ArrayList accounts = new 
ArrayList(); 

if (records != null && records.length > 0) { 
for (int i=0;i<records.length;i++){ 
SObject record = records[ i] .getRecord(); 
if (record.getType() .toLowerCase() .equals ("contact")) { 
contacts . add ( record); 

} else if (record.getType() .toLowerCase() .equals("lead")){ 
leads .add (record); 

} else if (record.getType () .toLowerCase () .equals ("account")) { 
accounts . add ( record); 

} 
} 
if (contacts.size() > 0) { 
System.out.println("Fou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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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s.size() + " contacts:"); 
for (int 
i=0;i<contacts.size();i++){ SObject c 
= (SObject)contacts.get(i); 
System.out.println(c.getId() + " - " + 

c.get_any()[ 1] .getValue() + " " + 
c.get_any()[2] .getValue() + " - " + c.get _any()[0] .getValue()); 

} 
} 
if (leads.size() > 0) { 
System.out.println("Found " + leads.size() 

+ " leads:"); 
for (int i=0;i<leads.size();i++){ 
SObject l = (SObject) leads.get(i); 

System.out.println(l.getId() + " - " + 
l.get_any()[ 1] .getValue() + " " + 
l.get_any()[2] .getValue() + " - " + l.get _any()[0] .getValue()); 

} 
} 
if (accounts.size() > 0) { 
System.out.println("Found " + 

accounts.size() + " accounts:"); 
for (int 
i=0;i<accounts.size();i++){ SObject a 
= (SObject) accounts.get(i); 
System.out.println(a.getId() + " - " + 

a.get_any()[ 1] .getValue() + " " + 
a.get_any()[2] .getValue() + " - " + a.get _any()[0] .getValue()); 

}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No records were found for the search."); 

} 
System.out.println("\nSearch sample done."); 

} 

C# 示例 

private void searchSample() 
{ 
sforce.SearchResult sr = null; 
sr = binding.search ("find { 4159017000} in phone fields 

returning " + "contact(id, phone, firstname, lastname), " 
+ "lead(id, phone, firstname, lastname), " 
+ "account(id, phone, name)"); 

sforce.sObject[] records = sr.records; 
System. Collections .ArrayList contacts = 

new System.Collections .ArrayList 
(); System. Collections .ArrayList leads = 

new System.Collections .ArrayList 
(); System. Collections .ArrayList accounts = 

new System.Collections .ArrayList (); 

if (sr.size > 0) 
{ 
for (int i=0;i<records.Length;i++) 
{ 
sforce.sObject record = records[ i]; 
if (record.type.ToLower() .Equals("contact")) 
{ 
contacts . Add ( record); 

} 
else if (record.type.ToLower() .Equals("lead")) 
{ 
leads .Add (record); 

} 
else if (record.type.ToLower() .Equals("acc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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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s . Add ( record); 
} 

} 
if (contacts.Count > 0) 
{ 
Console.WriteLine("Found " + contacts.Count + " contacts:"); 
for (int i=0; i< contacts . Count; i++) 
{ 
sforce.sObject c = (sforce.sObject)contacts[ i]; 
Console.WriteLine(c.Any[2] .InnerText + " " + 

c.Any[ 3] .InnerText + " - " + c.Any[ 1] .InnerText); 
} 

} 
if (leads.Count > 0) 
{ 
Console.WriteLine("Found " + leads.Count + " leads:"); 
for (int i=0;i<leads.Count;i++) 
{ 
sforce.sObject l = (sforce.sObject)leads[ i]; 
Console.WriteLine(l.Any[2] .InnerText + " " + 

l.Any[ 3] .InnerText + " - " + l.Any[ 1] .InnerText); 
} 

} 
if (accounts.Count > 0) 
{ 
Console.WriteLine("Found " + accounts.Count + " accounts:"); 
for (int i=0;i<accounts .Count;i++) 
{ 
sforce.sObject a = (sforce.sObject)accounts[ i]; 
Console.WriteLine(a.Any[2] .InnerText + " - " + 

a.Any[ 1] .InnerText); 
} 

} 
} 
else  
{ 
Console.WriteLine("No records were found for the search."); 

} 
} 

示例创建调用 

以下 Java 和 C#示例展示了为合作伙伴 WSDL 使用 create()调用。 

Java 示例 

private void createContactSample() { 
SObject[] cons = new SObject[ 1]; 
MessageElement[] contact = new MessageElement[ 5]; 
contact[0] = new MessageElement (new QName ("FirstName") ,"Joe"); 
contact[1] = new MessageElement (new QName("LastName"),"Blow"); 
contact[2] = new MessageElement (new QName ("Salutation") ,"Mr."); 
contact[3] = new MessageElement (new 
QName("Phone"),"999.999.9999"); 
contact[4] = new MessageElement(new QName("Title"),"Purchasing 
Director"); cons[0] = new SObject (); 
cons[ 0] .setType ("Contact"); 
cons[ 0] .set_any(contact); 
SaveResult[] sr = null; 
try { 
sr = binding.create (cons);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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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nt j = 0; j < sr.length; j++) { 
if (sr[ j] .isSuccess ()) { 
System.out.println("A contact was created with an id of: " + 

sr[ j] .getId()); 
} 
else { 
// there were errors during the create call, go through the errors 
// array and write them to the screen 
for (inti = 0; i < sr[j] .getErrors().length; i++) { 
// get the next error 
Error err = sr[ j] .getErrors ()[ i]; 
System.out.println("Errors were found on item " + j); 
System.out.println("Error code: " + 

err.getStatusCode() .toString()); System.out.println("Error message: 
" + err.getMessage ()); 
} 

} 
} 

} 

C# 示例 

private void 
createAccountSample () { 

sforce. sObj ect account; 
sObject[] accs = new sObject[ 1] ; 

account = new sforce.sObject(); 
System.Xml.XmlElement[] acct = new System.Xml.XmlElement[ 6]; 

System.Xml.XmlDocument doc = new System.Xml.XmlDocument(); 

acct[0] = doc.CreateElement("Industry"); acct[ 0] .InnerText = "Farming"; 
acct[1] = doc.CreateElement("Name"); acct[ 1] .InnerText = "Golden Straw"; 
acct[2] = doc.CreateElement("NumberOfEmployees"); acct[ 2] .InnerText = 
"40"; 

acct[3] = doc.CreateElement("Ownership"); acct[ 3] .InnerText = "Privately 
Held"; acct[4] = doc.CreateElement("Phone"); acct[ 4] .InnerText = 
"666.666.6666"; acct[5] = doc.CreateElement("Website"); acct[ 5] .InnerText = 
"www.oz.com"; account.type = "Account"; 

account.Any = acct; 
accs[ 0] = account; 

//create the object(s) by sending the array to the API 
SaveResult[] sr = binding.create(accs); 
for (int j=0;j<sr.Length;j++) 
{ 
if (sr[ j] .success) 
{ 
Console.Write(System.Environment.NewLine + "An account was created with an id of: " 

+ sr[j] .id); 
} 

else 
{ 
//there were errors during the create call, go through the errors 
//array and write them to the screen 
for (int i=0;i<sr[ j] .errors.Length;i++) 
{ 
//get the next error 
Error err = sr[ j] .errors[ i]; 
Console.WriteLine ("Errors were found on item " + 

j.ToString()); Console.WriteLine("Error code is: " + 
err.statusCode.ToString()); Console.WriteLine("Error message: " + 
err.messag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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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更新调用 

以下 Java 和 C#调用展示了为合作伙伴 WSDL 使用 update()调用。 

Java 示例 

private void updateAccountSample () 
{ 
// create the account object to hold our changes 
SObject updateAccount = new SObject(); 
updateAccount . setType ("Account"); 
// need to have the id so that API knows which account to update 
updateAccount.setId (new ID("001x0000002kuk1AAA")); 
// set a new value for the name property 
MessageElement[ ] ufields = new MessageElement[ 1] ; 
ufields[ 0] = new MessageElement (new QName("Name"),"New Account from Update 

Sample"); updateAccount . set_any (ufields); 
// create one that will throw an error 
SObject errorAccount = new SObject(); 
errorAccount.setType ("Account"); 
errorAccount.setId(new ID("SLFKJLFKJ")); 
// set the value of Name to null 
errorAccount.setFieldsToNull(new String[] {"Name"}); 
// call the update passing an array of object 
try { 
SaveResult[] saveResults = binding.update (new SObject[] {updateAccount, 

errorAccount} ); 
//loop through the results, checking for errors 
for (int j = 0; j < saveResults.length; j++) { 
System.out.println("Item: " + j); 

if (saveResults[ j] .isSuccess ()) { 
System.out.println("An account with an id of: " + 

saveResults[ j].getId() + " was updated.\n"); 
} 
else { 

System.out.println("Item " + j + " had an error updating."); 
System.out.println(" The error reported was: " + 

saveResults[ j] .getErrors()[ 0] .getMessage() + "\n"); 
}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return; 

} 
} 

关于 setFieldsToNull（或 Axis 以外的客户端工具中的等效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fieldsToNull 和“将值重置为

null”。 

C#示例 

private void updateAccountSample () 
{ 
//create the account object to hold our changes 
sforce.sObject updateAccount = new sforce.sObject(); 
//need to have the id so that API knows which account to update 

//set a new value for the name property 
updateAccount.Id = "00130000001dmJT"; 
System.Xml.XmlDocument doc = new System.Xml.XmlDocument(); 

System.Xml .XmlElement nameElement = doc .Xml .XmlElement 
("Name"); nameElement.InnerText = "New Account Name from Updat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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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Account.Any = new System.Xml.XmlElement[] 
{ nameElement } ; updateAccount.type = "Account"; 

//call the update passing an array of object 
SaveResult[] saveResults = binding.update (new sforce.sObject[] { updateAccount } ); 

//loop through the results, checking for errors 
for (int j=0;j<saveResults.Length;j++) 
{ 
Console.WriteLine("Item: " + j); 
if (saveResults[ j] .success) 
Console.WriteLine("An account with an id of: " + saveResults[j].id + 

" was updated.\n"); 
else 
{ 
Console.WriteLine ("Item " + j + " had an error updating."); 
Console.WriteLine("The error reported was: " + 

saveResults[ j] .errors[ 0] .message + "\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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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第 7 章 

数据模型 

本节中的标准 Salesforce 对象实体关系图（ERD）演示了对象之间的重要关系。可用的 ERD 包括： 

 销售对象——包括帐户、联系人、机会、销售线索、销售活动和其他相关对象 
 任务和事件对象——包括任务和事件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对象 

 支持对象——包括案例和解决方案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对象 

 文档、备注和附件对象——包括文档备注和附件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对象 
 用户和配置文件对象——包括用户、配置文件和角色 

 记录类型对象——包括记录类型和业务流程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对象 

 产品和计划对象——包括机会、产品和计划 
 共享和团队销售对象——包括客户团队、销售团队和共享对象 

 可自定义的预测对象——包括预测和与之相关的对象 

 区域管理——包括区域和与之相关的对象 
 流程对象——包括批准流程和相关对象 

每个实体关系图都包含一些链接，指向描述与该图相关的对象字段的主题。您的自定义对象的数据模型依赖于您所创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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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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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和事件对象 

 

注意：任务和事件对象通过 WhatId 与 Account、Opportunity、
Campaign 或 Case 对象相关联。 
任务和事件对象通过 WhoId 与 Lead 或 Contact 对象相关联。 
任务和事件对象还可以通过 AccountId 与一个 Account 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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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象 

 

文档、备注和附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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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和配置文件对象 

 
 

注意：其他对象上的所有 OwerId、CreateById 和 LastModifiedById 都与 User 对象 
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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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类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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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计划对象 

 
为每种货币和价格组合创建一个独立的 PricebookEntry。 

共享和团队销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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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定义的预测对象 

 

区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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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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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标准对象 

本章给出了标准对象及其标准字段的清单。每个对象的清单都不包括系统字段，可能也不包括特定组织的所有字段，具体情况取决于已启用了哪些功

能。 
要弄清某个对象中完整的字段清单，请参阅您的组织的 WSDL 文件。 

该 API 提供对下列标准对象的访问： 

 
对象 说明 
Account 

个人帐户，表示您业务活动中的一个组织（例如客

户、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AccountContactRole 一个给定的 Contact 担任的 Account 角色 
AccountHistory 

帐户字段值的更改历史记录。该对象仅适用于 11.0
及更高版本的 API 

AccountOwnerSharingRule 
授予帐户所有者以外的用户访问帐户的权限的规则 

AccountPartner 
两个 Account 对象之间的关系，例如合作伙伴或子公

司 
AccountShare 一个 Account 的共享项 
AccountTag 与帐户相关的词或短语 
AccountTeamMember 一个 User 是某个 Account 团队的成员 
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 将帐户分配给区域的规则 
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Item 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 对

象的特定字段条件行 
AccountTerritorySharingRule 在区域内共享帐户的规则 
ActivityHistory 

与对象相关的任务和事件的信息 

AdditionalNumber CallCenter 的附加电话号码 
ApexClass 

Apex 类。欲获取更多关于 Apex 类的信息，请参阅

“Apex 开发人员指南” 
ApexComponent Visualforce 自定义组件，可以在 Visualforce 页面中与

标准组件（比如<apex: relatedList>和<apex: 
dataTable>）一起使用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exco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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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说明 
ApexPage Visualforce 页面，包括 Visualforce 标记、HTML、

Javascript 和其他启用 Web 的代码 
ApexTrigger 

Apex 触发器 

Approval Contract 的审批请求 
Asset Account 或 Contact 所拥有的资产（比如以前销

售或安装的产品） 
AssetTag 与资产相关的词或短语 
AssignmentRule 与 Case 或 Lead 关联的分配规则 
Attachment User 上传或附加到父对象的文件 

Bookmark 两个机会之间的链接 
BrandTemplate 电子邮件模板的信头 
BusinessHours 

指定您的支持机构的办公时间。呈报规则只在该办公

时间内运行 

BusinessProcess 业务流程 
CallCenter 

组织中的单一计算机电话集成（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CTI）系统实例 

Campaign 
市场营销活动，例如直接邮寄推销、网络研讨

会或展销会 
CampaignMember Campaign 和 Lead 或 Contact 之间的关联 

CampaignMemberStatus 与 Campaign 相关的状态值 
CampaignOwnerSharingRule 

与所有者以外的 User 共享 Campaign 的规则 

CampaignShare Campaign 的访问级别列表以及对访问级别的解释。例

如，如果您可以访问一个记录是因为您拥有该记录，

则访问级别为 Full，而能够访问的原因为 Owner 

CampaignTag 与营销活动相关的词或短语 
Case 

客户问题，比如客户的反馈、问题或疑问 

CaseComment 
提供关于相关 Case 的附加信息的注释 

CaseContactRole 一个给定的 Contact 担任的 Case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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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说明 
CaseHistory 对相关 Case 所做更改的历史信息 

CaseOwnerSharingRule 
授予所有者以外的用户访问帐户的权限的规则 

CaseShare Case 的共享项 
CaseSolution 

特定 Case 和特定 Solution 之间的关联 

CaseStatus Case 的状态，例如新建、等待、正在处理等 

CaseTag 与案例相关的词或短语 
CaseTeamMember 

案例团队成员，与团队的其他用户协作以解决案例 

CaseTeamRole 
案例团队的角色。每个案例团队成员都担任案例的

一个角色，例如客户联系人或案例管理员 

CaseTeamTemplate 
预定义案例团队，是协同解决一个案例的一组用户 

CaseTeamTemplateMember 
预定义案例团队的成员，案例团队是协同解决一个案例的

一组用户 
CaseTeamTemplateRecord CaseTeamTemplateRecord 对象是 Case 对象与

CaseTeamTemplate 对象之间的链接对象。要将一个

预定义案例团队分配给一个案例（如客户查询），请

创建一个 CaseTeamTemplateRecord 对象，并给出

该案例的 ParentId 字段和该预定义案例团队的

TeamTemplateId 字段 

CategoryData Solution 记录的逻辑分组 
CategoryNode 一棵表示 Solution 类别的树 
CategoryNodeLocalization 转换后的类别标志值 
Community Salesforce CRM 意见社区 

Contact 
联系人，是与帐户关联的个人 

ContactHistory 
联系人字段值的更改历史记录。该对象仅适用于 11.0
及更高版本的 API 

ContactOwnerSharingRule 
与所有者以外的 User 共享联系人的规则 

ContactShare Contact 的访问级别列表以及对访问级别的解释。例

如，如果您可以访问一个记录是因为您拥有该记录，则

访问级别为 Full，而能够访问的原因为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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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说明 
ContactTag 与联系人相关的词或短语 
Contract 

与一个 Account 关联的合同（商业协议） 

ContractContactRole 一个给定的 Contact 担任的 Contract 角色 
ContractHistory 合同的更改历史记录 
ContractStatus Contract 的状态，例如草稿、正在审批、已激活、已

终止或已过期 
ContractTag 与合同相关的词或短语 
CurrencyType 

启用多币种功能的组织使用的货币 

DatedConversionRate 
启用高级货币管理功能的组织使用的有效定期汇

率 

Division 组织的数据的逻辑分段 
DivisionLocalization 转换后的部门标志值 
Document 

用户上传的文件。与 Attachment 对象不同，

Document 对象不附加到一个父对象 

DocumentAttachmentMap 
定义 EmailTemplate 与其附件之间的映射关系，电子

邮件模板以的形式存储 
DocumentTag 与文档相关的词或短语 
EmailMessage 与邮件转案例相关的电子邮件 
EmailServicesAddress 电子邮件服务地址 
EmailServicesFunction 电子邮件服务 
EmailStatus 通过 Salesforce 发送的邮件的状态 
EmailTemplate 通过 Salesforce 发送邮件的模板 
EntityHistory 

自 API 8.0 版开始不可用，被特定对象的历史记录对

象所取代 
Event 日历约会事件 
FiscalYearSettings 财年设置 
Folder Document、MailMergeTemplate、EmailTemplate 或

报表的存储库，一个特定的文件夹只能包含这四种类

型的项目之一
ForecastShare 

对给定角色和区域的预测的共享项 

Group 一组 User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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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说明 
GroupMember 是某个公开组成员的一个 User 或 Group 
Holiday 

表示您的客户支持团队不提供服务的一段时间。如果办

公时间与任何假日关联，则办公时间以及与办公时间关

联的呈报规则在假日持续时间内暂停 

Idea 
表示允许用户对其发表评论和进行投票的意见，例如

一条改进现有产品或流程的建议 

IdeaComment 
表示用户提交的评论，是用户对意见的响应 

Lead 表示潜在客户或潜在 Opportunity 

LeadHistory 
表示对销售线索的字段中的值所做更改的历史 

LeadOwnerSharingRule 将所有者分配给销售线索的规则 

LeadShare 表示 Lead 的一个共享条目 

LeadStatus 
表示 Lead 的状态，比如 Open、Qualified 或者

Converted 

LeadTag 将单词或短语与 Lead 关联 

LineitemOverride 
机会项目的可自定义预测数据 

MailMergeTemplate 
表示一个用于为您的组织进行邮件合并的邮件合并

模板（一个 Microsoft Word 文档） 

Name 
非可查询对象，当外键有多个父对象时，提供有关关

键转换的信息 

Note note 是一段与自定义对象或标准对象（比如

Contact、Contract 或 Opportunity）相关联的文本 

NoteTag 将一个单词或短语与 Note 关联起来 

NoteAndAttachment 
有关对象的 note 和附件的信息 

OpenActivity 
有关对象的打开任务和事件的信息 

Opportunity 一次销售或未敲定交易 

OpportunityCompetitor 表示一个 Opportunity 的竞争者 

OpportunityContactRole 表示一个 Contact 在一个 Opportunity 中扮演的角色 

OpportunityFieldHistory 
表示修改一个 Opportunity 字段中的值的历史记录。此

对象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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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说明 
OpportunityHistory 表示一个 Opportunity 的阶段历史 

OpportunityLineItem 
表示销售机会项目，它是与 Opportunity 相关的

Product2 产品列表的成员，以及关于该销售机会上这

些产品的其他信息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关于特定 OpportunityLineItem 的数

量、收入分布和交货日期的信息 

OpportunityOverride 销售机会的可自定义预测数据 

OpportunityOwnerSharingRule 
表示与除所有者之外的用户共享一个销售机会的规则 

OpportunityPartner Account 与 Opportunity 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OpportunityShare Opportunity 上的一个共享项 

OpportunityStage 
表示销售渠道中 Opportunity 的阶段，比如 New 
Lead、Negotiating、Pending、Closed 等 

OpportunityTag 
将一个单词或短语关联到一个 Opportunity 

OpportunityTeamMember 
一个 Opportunity 的销售团队中的一个 User 

Organization 企业、公司或其他组织 

OrgWideEmailAddress 
表示用户配置的企业内电子邮件地址 

Partner 
表示两个 Accounts 或一个 Opportunity 和一个

Account 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表示 Salesforce 组织之间一个 Salesforce 到

Salesforce 的连接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表示 Salesforce 组织之间使用 Salesforce 到

Salesforce 连接共享的一条记录 
PartnerRole 

代表一个帐户 Partner 的一个角色，比如顾问、供应商

等 

Period 表示一个财务期 

Pricebook2 
表示包含您的企业销售产品列表的价格簿 

PricebookEntry 
表示价格簿中的一个产品项（一个 Pricebook2 与

Product2 之间的关联） 

ProcessInstance 一个端到端审批流程的一个实例 

ProcessInstanceHistory 审批流程实例的更改历史 

ProcessInstanceStep 审批流程实例中的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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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说明 

ProcessInstanceWorkitem 一个用户的未处理审批请求 

Product2 
组织销售的一种产品。产品是 Pricebook2 中的一个列

表项 
Profile 

一种配置，它定义了执行不同操作的一组权限，比如查

询、添加、更新或删除信息 

QuantityForecast 一种基于数量的可自定义预测 

QuantityForecastHistory 
与一次基于数量的可自定义预测相关的历史信息 

QueueSobject 与某个队列相关的 sObject 

RecordType 一种记录类型 

RecordTypeLocalization 对某种记录类型标记的转换值 

RevenueForecast 一种基于收入的可自定义预测 

RevenueForecastHistory 
与一次基于收入的可自定义预测相关的历史信息 

Scontrol 
个自定义的 s 控件，它的自定义内容由系统支撑，但

由客户端应用程序执行 

ScontrolLocalization 
对某种 s 控件的字段标记的转换值 

SelfServiceUser 
有权使用组织的自助门户的 Contact，他可以通过自

助门户获得在线支持 

Solution 对客户问题及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详细说明 

SolutionHistory 对解决方案的修改历史 

SolutionStatus Solution 的状态，如 Draft、Reviewed 等 

SolutionTag 将一个单词或短语关联到一个 Solution 

StaticResource 
能够在 Visualforce 界面中使用的静态资源 

TagDefinition 定义子 Tag 对象的属性 

Task 
要执行的“待办”事项或已执行事项之类的业务活动 

TaskPriority Task 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比如高、正常或低 

TaskStatus Task 的状态，比如 Not started、Completed
或 Closed 

TaskTag 将 Task 与一个单词或词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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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说明 

Territory 分配用户和帐户的区域 

User 组织内的用户 

UserAccountTeamMember 
其他用户的默认帐户团队中的一名 User 

UserLicense 组织中的用户许可证 

UserPreference 
组织中特定用户的功能首选项 

UserRole 组织中的角色 

UserTeamMember 
其他用户的默认销售团队中的一名 User 

UserTerritory 分配给某个地区的一名用户 

Vote 表示用户对某个意见进行的投票 

WebLink 对 URL 或 Scontrol 的 Web 链接 

WebLinkLocalization 
指向 URL 或 s 控件的自定义链接的字段标志的转换值

 

注意：Product 和 Pricebook 这两个对象不再可用且已被删除。包含这两个对象的请求将被拒绝，而且响应也不会包括这两个

对象。 
 

Account 
个人帐户，表示您商业活动中的一个组织或个人（例如客户、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describeSObj ects()、merge()、upsert()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可以访问他们自己的帐户以及被他们共享的任何帐户。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Number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分配给此帐户的帐号（不唯一，由 Salesforce 在创建期间分配

的、系统生成的 ID）。 大长度为 40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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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nnualRevenue 货币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的估计年收益 

BillingCity 

BillingCountry 

BillingPostalCode 

BillingStat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的账单邮寄地址详细信息。城市和国家的最大长度为 40
个字符，邮政编码和州的最大长度为 20 个字符 

BillingStreet 文本区域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账单邮寄地址的街道地址 

ConnectionReceive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组织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段

仅在已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的情况下可用 

ConnectionSe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组织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对象的 ID。该

字段仅在已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的情况下可用。

从 15.0 版开始 API 不再支持 ConnectionSentId 字段。尽管

ConnectionSentId 字段仍然可见，但是其值为 null。可以使

用新的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对象将记录转发到连

接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trieve 

Update 

此帐户的文字说明，最大限制为 32,000 KB 

Fax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的传真号码 

Industr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此帐户关联的行业 

 
 
 



 

 103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CustomerPortal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此帐户拥有至少一个已启用的联系人（true）或者没有

联系人（false）可以使用组织的客户门户。该字段仅在至少

定义了一个客户门户时可用。 
 
如果将该字段的值从true修改为false，则 多可以禁用与

此帐户关联的100个客户门户用户，并永久删除此帐户的所有客

户门户角色和组，而且无法恢复这些已删除的客户门户角色和

组。 
 
该字段仅适用于16.0及更高版本API中的Update属性。 

提示：当根据被允许作为客户门户用户或合作伙伴门

户用户的联系人更改帐户时，建议同时只更新 多 50 个联系

人，而且 好在组织的非营业时间实施更新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IsPartner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此帐户拥有至少一个已启用的联系人（true）或者没有

联系人（false）可以使用组织的合作伙伴门户。该字段仅

在至少定义了一个合作伙伴门户时可用。 

如果将该字段的值从 true 修改为 false，则 多可以禁

用与此帐户关联的 15 个合作伙伴门户用户，并永久删除此帐

户的所有合作伙伴门户角色和组，而且无法恢复这些已删除的

合作伙伴门户角色和组。 
在Salesforce用户界面或API中禁用一个合作伙伴门户用户并不

会将该字段的值从true修改为false。欲获取更多关于禁用

门户用户的信息，请参阅Salesforce在线帮助中的Disabling 
and Deactivating Portal Users。 
 
即使该字段的值为 false，仍可以通过 API 允许一个用户的

联系人作为合作伙伴门户用户。 

 

该字段仅适用于16.0及更高版本的API中的Update属性。 

提示： 当根据被允许作为客户门户用户或合作伙伴门户

用户的联系人更改帐户时，建议同时只更新 多 50 个联系人，

而且 好在组织的非营业时间实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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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PersonAccount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只读字段，标志为 Is Person Account。表
明 此 帐 户 拥 有 （ true ） 或 者 没 有
（false）记录类型的 Person Account。
欲获取更多关于个人帐户的信息，请参阅
“个人帐户记录类型”和 Salesforce 在线帮
助 

LastActivityDate 日期 Nillable 其值为下面两个截止日期中最近的日期： 
 与该记录关联的、最近结束的任务的截

止日期 
 与该记录关联的、最近登录的事件的截

止日期 

MasterRecor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如果该对象是因为记录合并被删除，则该字

段的值为被保留记录的 ID；如果该对象是因
为其他原因被删除，或者未被删除，则该字
段的值为 null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标志为 Account Name。此帐
户的名称，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如果此帐户拥有一个记录类型的个人帐户，
则： 

 该字段的值为与此帐户关联的联系人的
FirstName 和 LastName 的连接结果 

 该字段的值无法修改 

NumberOfEmployees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标志为 Employees。在此帐户表示的公司
工作的员工数，最大长度为 8 位数字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目前拥有此帐户的用户 ID。默认值为登录到
API 执行 Create 操作的用户 

如果已经在组织中设置了帐户团队，则根据
您的 API 版本的不同，更新该字段会产生不
同的后果： 

 对于 12.0 及更高版本的 API，与对所有
对象的更新操作相同，共享记录被保留

 对于 12.0 及更高版本的 API，共享记录
被删除 

对于16.0及更高版本的API，要使用该字段更
新（转移）帐户所有权，用户必须拥有
“Transfer Record”权限 

Ownership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此帐户的所有权类型，例如私有、公有或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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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illable 

Update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该字段不为空，则表示此帐户的父对象 ID 

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的电话号码。 大长度为 40 个字符 

Rating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的前景评级，分为“好”、“中”、“差”等 

RecordTyp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分配给此帐户的记录类型 ID 

Salutation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在书信等函件中使用的尊称 

ShippingCity 

ShippingCountry 

ShippingPostalCode 

ShippingStat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的送货地址详细信息。城市和国家的 大长度为 40 个字

符，邮政编码和州的 大长度为 20 个字符 

ShippingStreet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送货地址的街道地址，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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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Sic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公司主营业务类别的标准行业分类编码。例如，电子工业为

57340。最大长度为 20 个字符 

Sit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的位置信息，例如总部或伦敦。标志为 Account Site，
最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TickerSymbol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的股票市场代号。最大长度为 20 个字符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的类型，例如客户、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 

Website url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帐户的网站。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IsPersonAccount 字段 

下表中的这些字段是个人帐户字段的子集，包含在每个个人帐户的个人联系人子记录中。如果 IsPersonAccount 字段的值为

false，则这些字段的值为 null，且不可修改；如果 IsPersonAccount 字段的值为 true，则这些字段的值可以修改，每个字段

的值的含义由下表中的“说明”列给出。 

默认情况下不启用个人帐户。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Person Account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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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irs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中个人的名字。最大长度为 40 个字符 

Las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中个人的姓氏。如果此帐户的记录类型为个人帐户记
录类型，则该字段为必需字段。欲获取更多关于个人帐户的信
息，请参阅“个人帐户记录类型”和 Salesforce 在线帮助。最大
长度为 80 个字符 

PersonAssistan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的助理姓名。标志为 Assistant。最大长度为 40
个字符 

PersonAssistant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的助理电话。标志为 Asst. Phone。最大长度为 40 个
字符 

PersonBirth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中个人的出生日期。标志为 Birthdate 

PersonContac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此个人帐户关联的联系人 ID。标志为 Contact ID 

PersonDepartment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所在部门。标志为 Department。最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PersonEmail 电子邮件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的电子邮件。标志为 Email 

PersonEmailBouncedDate 日期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退回管理已激活，且发送到此个人帐户的电子邮件被退回，

则该字段的值为退回邮件的日期和时间 



 

 108

 
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PersonEmailBouncedReas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退回管理已激活，且发送到此个人帐户的电子邮件被退回，

则该字段的值为退回邮件的原因 

PersonHasOptedOutOfEmail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此个人帐户有（true）或者没有（false）退回电子邮

件。标志为 Email Opt Out 

PersonHome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的住宅电话。标志为 Home Phone 

PersonLastCURequestDate 日期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申请此个人帐户的 后日期。标志为 Last Stay-in-Touch 
Request Date 

PersonLastCUUpdateDate 日期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被更新的 后日期。标志为 Last Stay-in-Touch 
Save Date 

PersonLeadSourc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的潜在顾客来源。标志为 Lead Source 

PersonMailingCity 

PersonMailingCountry 

PersonMailingPostalCode 

PersonMailingStat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邮寄城市的详细信息。标志为 Mailing City、
Mailing Country、Postal Code 和 State。城市和国家的 大

长度为 40 个字符，邮政编码和州的 大长度为 20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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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PersonMailingStreet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的邮寄街道地址。标志为 Mailing Street。最大长度

为 255 个字符 

PersonMobile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的移动电话号码。标志为 Mobile 

 PersonOtherCity 

 PersonOtherCountry 
 PersonOtherPostalCode 

 PersonOtherStat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备用地址的详细信息。标志为 Other City、Other 
Country、Other Zip/Postal Code 和 Other State 

PersonOther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的备用电话。标志为 Other Phone 

PersonOtherStreet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的备用街道地址。标志为 Other Street 

PersonTitl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个人帐户的职位。标志为 Title。最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注意：如果您正在将 Account 对象的数据导入到 Salesforce，并需要设置某个审计字段（比如 CreatedDate）的值，

请联系 salesforce.com。除非您请求自己设置这些字段的值，否则审计字段的值是在 API 操作过程中自动更新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系统字段”。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查询和管理您的组织中的帐户。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通过 API 创建（create()）、更新（update()）、删除

（delete()）和查询（query()）与某个帐户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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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应用程序还可以通过 convertLead()调用将 Lead 对象转换为 Account 对象来创建或更新帐户对象。更多信息，请参阅

convertLead()。 

如果 IsPersonAccount 字段中的这些字段值非空，则不能将 IsPersonAccount 的值修改为 false。否则将出现错误。欲获取更多关于个

人帐户的信息，请参阅“个人帐户记录类型”和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AccountContactRole 

表示一个给定的 Contact 担任的 Account 角色。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此 Account 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

参阅“ID 字段类型” 

Conta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与此帐户关联的 Contact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IsDeleted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IsPrimary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 Contact 担任（true）或者未担任（false）此

Account 的主要角色。注意，每个帐户只能有一个主要联系人角

色。标志为 Primary。默认值为 false 

Ro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 Account 的 Contact 担任的角色名称，例如决策者、审批者、

购货方等等。该字段的值必须唯一，不允许多个记录的

AccountId、ContactId 和 Role 这三个字段的值都相同。不同的

联系人可以担任同一个帐户的相同角色，一个联系人也可以担任

同一个帐户的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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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定义一个角色，给定的 Contact 在特定的 Opportunity 上下文中担任给定 Account。 

AccountHistory 

表示帐户字段值的更改历史记录。该对象仅适用于 11.0 及更高版本的 API。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 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ield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被更改的字段名称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AccountId 引用 Filter 
此 Account 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

段类型”。标志为 Account ID 

NewValue anyType Nillable 被更改的字段的新值 

OldValue anyType Nillable 该字段被更改之前的最新值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确定帐户的更改历史。 

该对象继承其父对象的字段级安全性。 

AccountOwnerSharingRule 
表示与帐户所有者以外的User共享帐户的规则。更多信息，请参阅Salesforce在线帮助中的Setting Sharing Rules。 

注意：请联系 salesforce.com 客户支持，以保证您的组织可以访问该对象。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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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允许共享的类型，其可能值如下： 
 Read 
 Edit 

 All（完全控制，该类型不适用于 create()和 update()

调用） 

Case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授予所有子事例的目标 Group 的访问权限，其可能值如下：

 None 
 Read 
 Edit 

Contac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授予所有相关联系人的目标 Group、UserRole 或 User 的访

问权限，其可能值如下： 
 None 
 Read 
 Edit 

注意：当 DefaultContactAccess 被设置为“由父

对象控制”时，不能创建或更新该字段 

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源组的 ID。由源 Group 中的 User 所有的 Account 触发该规

则，以授予其他用户访问该帐户的权限 

Opportunity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授予所有相关 Opportunity 的目标 Group 的访问权限，其可

能值如下： 

 None 
 Read 
 Edit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被授予访问权限的 User 或 Group 的 ID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管理一个特定对象的共享规则。普通共享和与区域管理相关的共享可以使用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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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Partner 

该只读对象表示两个 Account 对象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当创建一个 Partner 对象以建立两个帐户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时，该对象被自

动创建。 

 

注意：该对象完全不同于且独立于 PRM 合作伙伴门户所使用的 Account 记录。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FromId 引用 Filter 

合作伙伴关系中主 Account 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

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AccountToId 引用 Filter 合作伙伴关系中伙伴 Account 的 ID。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IsPrimary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 AccountPartner 对象是（true）或者不是（false）主

帐户的主要合作伙伴 

Rol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合作伙伴 Account 担任主 Account 的 UserRole，例如“顾

问”或“总代理” 

 

在两个帐户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当在两个帐户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时（此时需要创建一个 Partner 对象并指定 AccountFromId），API 将自动创建两个

AccountPartner 对象，一个表示正向关系，另一个表示反向关系。例如，如果您创建了一个 Partner 对象，并指定“Acme, Inc.”作为

AccountFromId，“Acme Consulting”作为 AccountToId，则 API 自动创建两个 AccountPartner 对象： 

 在表示正向关系的 AccountPartner 对象中，“Acme, Inc.”作为 AccountFromId，而“Acme Consulting”作为

AccountToId。 

 在表示反向关系的 AccountPartner 对象中，“Acme Consulting”作为 AccountFromId，而“Acme, Inc.”作为

AccountToId。 

 在表示反向关系的 AccountPartner 对象中，Role 字段的值被设置为与表示正向关系的 AccountPartner 对象中 Role 字段的值相应

的 PartnerRole 对象中 ReverseRole 字段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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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映射使 API 可以有效地管理对象及对象之间的关系。 

AccountShare 

表示一个 Account 的共享项。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User或Group拥有的对此Account的访问级别，其可能值

如下： 

 Read 
 Edit 
 All（该类型不适用于create()和update()调

用） 

该字段的访问级别值至少要等于组织的默认帐户的访问级

别。另外，AccountAccessLevel、
OpportunityAccessLevel和CaseAccessLevel这三

个字段中必须有一个字段的访问级别值要高于组织的默认

帐户的访问级别 

Accou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此共享项关联的Account ID。该字段不能更新。欲获取

更多关于ID的信息，请参阅“ID字段类型” 

Case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User或Group拥有的、对与此帐户关联的事例的访问级

别，其可能值如下： 

 None 
 Read  
 Edit 

该字段的访问级别值至少要等于组织的默认

CaseAccessLevel。如果AccountAccessLevel字段

的值为All，则不能通过API更新该字段的值。另外，也不

能通过API更新相关帐户所有者的这一字段，而只能通过

Salesforce用户界面更新此帐户所有者的
CaseAccess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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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tac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User 或 Group 拥有的、对与此帐户关联的联系人的访问

级别，其可能值如下： 

 None 

 Read 

 Edit 

该字段的访问级别值至少要等于组织的默认

ContactAccessLevel。如果 ContactAccessLevel 字段

的值被设置为“由父对象控制”，则不能通过 API 更新该字段。

另外，也不能通过 API 更新相关帐户所有者的这一字段，而只能

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更新此帐户所有者的

ContactAccessLevel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Opportun ityAcces 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User 或 Group 拥有的、对与此帐户关联的机会的访问级别， 其
可能值如下： 

 None 

 Read 

 Edit 

该字段的访问级别值至少要等于组织的默认

opportunityAccessLevel。如果 AccountAccessLevel 字段的

值为“完全控制”，则不能通过 API 更新该字段的值。另外，也

不能通过 API 更新相关帐户所有者的这一字段，而只能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更新此帐户所有者的

opportunityAccessLevel 

RowCaus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此帐户被共享的原因。只读字段，该字段有多个可能值，其中

包括： 
 手动共享——User 或 Group 拥有对此帐户的访问权限，是

因为一个具有 All 访问权限的 User 手动将此帐户与这些

User 或 Group 共享 

 所有者——User 是此 Account 的所有者，或者是在角色

层次中位于此 Account 的所有者之上的角色 

 销售团队——User 或 Group 拥有对此帐户的团队访问权

限（是 AccountTeamMember 对象） 
 共享规则——User 或 Group 通过共享规则拥有对此帐

户的访问权限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被授权访问此帐户的 User 或 Group 的 ID。该字段不能更新 



 

 116

用法 

可以利用该对象确定哪些用户和组有权查看和/或修改由其他用户所有的 Account 记录。更多信息，请参阅“共享”。 
如果您试图创建一个与某个现有记录匹配的 AccountShare 记录，则 create()调用将更新现有记录所有被修改的字段并返回现有

记录。 

AccountTag 

与一个帐户关联的词或短语。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标记项的 I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的名称。如果该字段的值不存在，则 API 将创建一个新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并使其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则，

一个同名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这

种父子关系是自动建立的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其可能值有两个： 
 Public：一个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该标记

 Personal：只有与 OwnerId 匹配的用户才可以查看和操

作该标记 

 

用法 
AccountTag 对象存储的是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和被标记的 Account 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是一种元数据，用户可以

使用 Tag 对象描述和组织他们的数据。 
在删除标记时，如果该标记的名称未被使用，则同时删除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否则，保留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

象。删除一个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把该对象以及与所有该对象相关的标记项移入回收站。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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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TeamMember 

表示一个 User 是某个 Account 团队的成员。参阅 UserAccountTeamMember，该对象表示一个 User 是另一个用户的默认帐户团队

的成员。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search()、retrieve()、

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该对象仅适用于企业版和无限用户版的用户，这些用户可以启用帐户团队功能。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ser 或 Group 拥有的对此 Account 的访问级别，其可能值如

下： 

 None 

 Read 

 Edit 

 All 

该字段的访问级别值至少要等于组织的默认 Account 访问级别。

另外，Account 对象中 AccountAccessLevel、

OpportunityAccessLevel 和 CaseAccessLevel 这三个字

段中必须有一个字段的访问级别值要高于组织的默认帐户的访问

级别 
AccountId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该用户所在团队的 AccountID。必须是一个有效

的帐户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

型”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TeamMemberRo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该团队成员关联的角色。必须是为您的组织定义的有效团队

成员角色之一。标志为 Team Role 

Us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该帐户团队中的 User 的 ID。必须是一个有效的用

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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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管理某个特定 Account 的团队成员，并为该帐户的这些成员用户指定团队成员角色。 

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 

根据帐户字段将帐户分配给区域的帐户分配规则。该对象仅适用于您的组织已启用区域管理的情况。更多信息，请参阅Salesforce在线帮

助中的What is Territory Management?部分。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BooleanFilter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为联机应用程序中的规则指定的高级过滤条件。例如 

“(1 AND 2) OR 3”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规则是活动的（true）或者非活动的（false）。通

过 API，当创建新的帐户或修改现有帐户时，活动规则将自动运

行。除非某个帐户的 IsExcludedFromRealign 字段的值为

true，这种情况表示不允许使用帐户分配规则评估该帐户 

IsInherited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规则是继承规则（true）或者本地规则（false）。

继承规则还作用于在区域层次中位于规则所在区域之下的区域。

本地规则只在当前区域创建，并且只影响当前区域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规则名称。最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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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Territor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满足该规则的帐户被分配给的区域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

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用法 

除非一个区域至少有一个帐户分配规则是活动的，否则该区域将没有任何帐户（例外的情况是手动分配帐户）。 

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Item 

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 对象的一行选择条件。该对象仅适用于您的组织已启用区域管理的情况。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

线帮助中的 What is Territory Management 部分。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ield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作为标准使用的标准或自定义帐户字段 

Operation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应用的标准，例如“等于”或“以……开始” 

Rul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相关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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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SortOrder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Update 

将给定的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与其他

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Item对象进行对比时评估该行

的顺序 

Valu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要评估的字段值，例如，如果Field为“Billing Zip/Postal 
Code”，则值为“94105” 

 

 

 

用法 

 标准或自定义的帐户字段都可以用作帐户分配规则的条件。 

 除非一个区域至少有一个帐户分配规则是活动的，否则该区域将没有任何帐户（例外的情况是手动分配帐户）。 

AccountTerritorySharingRule 

表示在某个 Territory 内共享 Account 的规则。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允许共享的类型，其可能值如下：  
 Read 

 Edit 

 All  

Case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授予此帐户所有子事例的目标组的访问权限，其可能

值如下： 
 None 

 Read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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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tac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授予此帐户所有相关联系人的目标组的访问权限，其可

能值如下： 
 None 
 Read 
 Edit 

 

 

注意：该字段为只读字段 

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源组的 ID。由源区域中的 User 所有的 Account 触发该

规则，以授予其他用户访问该帐户的权限 

Opportunity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授予此帐户所有相关机会的目标组的访问权限，其可能

值如下： 

 None 
 Read 
 Edit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被授权访问此帐户的用户或组的 ID。或者，如果其值

为某个区域的 ID，则表示这些用户被分配给该区域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管理一个特定对象的共享规则。普通共享和与区域管理相关的共享可以使用该对象。 

ActivityHistory 

该只读对象包含与一个对象相关的每个活动的信息。 

支持的调用 

describeGlobal()、describeSObject()和 describeS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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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tivityDate 日期 Filter 

Nillable 
其含义为以下二者之一： 

 对于任务来说，该字段表示任务的截止日期。 
 对于事件来说，只有 IsAllDayEvent 字段的值被设置

为 true 时，该字段表示事件的截止日期。 

该字段有一个时间戳，总是被设置为协调世界时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UTC）时区的午夜。该时间

戳是不相关的；请不要为了适应时差而改变它 

Activity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其值为以下三者之一：Call、Meeting 或 Other 

CallDisposition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表示一个给定呼叫的结果，例如“我们将回电”或“呼叫失

败”。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CallDurationInSeconds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呼叫的持续时间，以秒为单位 

CallObject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呼叫中心名称。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Call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应答的呼叫类型：入站、内部或出站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Nillable 
任务或事件的说明 

DurationInMinutes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事件或任务的持续时间 

IsAllDayEvent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如果该字段的值为 true，则该活动是一个事件，且

ActivityDate 字段表示该事件的截止日期。如果其值为

false，则该活动可能是一个任务，也可能是一个事件 

IsClos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只对任务有效，表明任务已完成（true）或者未完成

（false）。该字段的值是通过设置 Status 字段间接设

置的——每个选择列表值有一个相应的 IsClosed 值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

标志为 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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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 说明字段属性 

IsOnlineMeeting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活动是（true）或者不是（false）联机会议。 

注意：该字段不适用于 16.0 及更高版本的 API 

IsTask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如果该字段的值为 true，则表示该活动是一个任务。如果

其值为 false，则表示该活动是一个事件 

IsVisibleInSelfServic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如果该字段的值为 true，则可以在自助服务门户中查看该

活动 

Location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如果该活动是一个事件，则表示事件的位置；否则，其值为
null 

Owner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拥有该任务或事件的用户 ID 

Priority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如果该活动是一个事件，则表示该任务的重要性，例如

高、中、低 

Statu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对于任务来说，该字段表明任务的当前状态，例如“正在

进行”或者“已完成”。每个预定义的 Status 字段设置一

个 IsClosed 字段的值。要获得选择列表的值，可以对

TaskStatus 对象执行查询 
Subject 组合框    Filter 

Nillable 
任务或事件的主题行 

Wha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相关对象（Account、Campaign、Case、
Opportunity 或自定义对象）的 ID 

Who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相关 Contact 或销售线索的 ID。如果 WhoId 指的是一个销售

线索，则 WhatId 字段的值必须为空 
  

用法 

该对象可以帮助您复制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相关的列表功能。要使用该对象，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 提出一个对该对象的描述性要求，说明您希望查询哪些活动，以获得正确的 SOQL 查询建议（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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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一个引用该对象的主要子句和一个引用该活动的历史记录的内部子句执行 SOQL 关系查询，例如： 

SELECT (SELECT ActivityDate, Description from ActivityHistories) FROM Account WHERE 
Name Like 'XYZ%' 

或者： 

SELECT (SELECT ActivityDate, Description from OpenActivities) FROM Account WHERE Name 
Like 'XYZ%' 

Salesforce 用户界面强制执行共享规则，并过滤掉用户没有权限查看的相关列表项。 
为了避免性能问题，同时仍提供相关的列表功能，对于不具有View All Data权限的用户有一些限制。此类用户必须遵守下列限制： 

 在关系查询的主要子句中，只能引用一个记录。例如，此类用户不能过滤以“A”开头的帐户名的全部记录，而只能引用单

一的帐户记录。 
 不能使用 WHERE 子句。 

 必须指定对返回行数的限制，最大值为 500。 
 必须按 ActivityDate 和 LastModifiedDate 降序排列：ORDER BY Act ivityDate DESC, 

LastModifiedDate DESC。 

不能对该对象直接使用 query()。 

AdditionalNumber 

该对象表示一个呼叫中心可选的附加号码。该附加号码在该呼叫中心的电话目录中可见。 

支持的调用 

create()、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llCent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系统字段，包含与该附加号码关联的呼叫中心 ID。如果该字

段的值为空，则该附加号码将显示在每个呼叫中心的电话目

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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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reatedById 引用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系统字段，包含创建与该附加号码关联的呼叫中心的用户 ID

CreatedDate 日期时间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系统字段，包含创建与该附加号码关联的呼叫中心的日期

和时间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该附加号码的说明，例如会议室 B。 

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Id ID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唯一标识该呼叫中心的 ID。标志为 Additional 
Directory Number ID 

IsDeleted 布尔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表明该附加号码已被删除（true）或者未被删除

（false）。标志为 Deleted 

LastModifiedById 引用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系统字段，包含上次修改该附加号码的用户 ID 

LastModifiedDate 日期时间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系统字段，包含上次修改该附加号码的日期和时间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该附加号码的名称。最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Update 

与该附加号码对应的电话号码 

SystemModstamp 日期时间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系统字段，包含用户或工作流程进程上次修改该附加号码的

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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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创建一个呼叫中心目录的附加号码。如果该号码不容易归类为用户、联系人、销售线索、帐户或其他对象，可以使用该对象。

示例中包含了电话队列或会议室。 

ApexClass 
表示 Apex 类。欲获取更多关于 Apex 类的信息，请参阅“Apex 开发人员指南”。 

注意：虽然 Apex 类和触发器可以将 Create 和 Update 这两个字段的属性设置为 true，但是如果您试图使用 API 创建

或更新，它们将会导致一个运行时异常。因此，请使用 Force.com 迁移工具、Salesforce 用户界面或 Force.com IDE 来

创建或更新 Apex 类和触发器。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piVersion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类的 API 版本。每个类在创建时都有一个指定的 API 版本 

Body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Apex 类的定义 

最大长度为 100,000 个字符 

bodyCrc 双精度值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类或触发器文件的 CRC（循环冗余检验）检验码 

IsValid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Update 

表明自从该类上次被编译以来任何依赖原数据发生（true）

或者未发生（false）变化 

LengthWithoutComments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该类的长度（不包含注释）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excode/index.htm


 

 127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pdate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类的名称。最大长

度为 255 个字符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

最大长度为 15 个字符。可以使用

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 这种表示法引用托

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

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

情况是某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

况下，该对象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

缀。而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

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

为支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

有名称空间前缀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Apex 类的当前状态。下列字符串值有效： 

 Active——该类是活动的。 

 Deleted——该类被标记为删除。这对托管包非常有

用，因为它允许一个类在托管包更新时被删除。 

注意：ApexTrigger 对象的 Status 字段包含一个

Inactive 选项，但是该选项只支持 ApexTrigger 对
象。更多信息，请参阅 Force.com 上的 Metadata 
API Developer’s Guide 

 

用法 

欲获取更多关于 Apex 类的信息，请参阅 Force.com ApexCode Developer’s Guide。 

ApexComponent 

表示自定义组件的定义，该自定义组件可以在 Visualforce 页面中与标准组件（比如<apex: relatedList>和<apex: dataTable>）
一起使用。更多信息，请参阅“Visualforce 开发人员指南”。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pages/index.htm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excode/index.htm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i_meta/index.htm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i_meta/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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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piVersion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自定义组件的 API 版本。每个自定义组件在创建时都有一

个指定的 API 版本。自 API 16.0 版开始，该字段默认被设置

为创建该对象时使用 Salesforce API 版本。使用早期的 API
版本创建的对象的该字段默认被设置为最新的 Salesforce 
API 版本 

ControllerKey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此自定义组件关联的控制器的标识符。 
 如 果 ControllerType 字 段 被 设 置 为 Standard 或

StandardSet，则该字段的值为定义该控制器的 SObject
类的名称 

 如果 ControllerType 字段被设置为 Custom，则该字段

的值为定义该控制器的 Apex 类的名称 

Controller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Update 

与该 Visualforce 自定义组件关联的控制器的类型，其可能值

包括： 
 Not Specified，适用于未使用<apex: 

component>标记的 controller 属性值定义的自

定义组件 
 Standard，不能与自定义组件一起使用或可能发生

的错误的值 
 StandardSet，不能与自定义组件一起使用或可能发生

的错误的值 
 Custom，适用于使用<apex: component>标记上的

controller 属性值定义的组件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该 Visualforce 自定义组件的说明 

Markup 文本区域 Create 

Update 

Visualforce 标记、HTM、Javascript 以及其他所有启用 Web
的代码，这些代码定义了该自定义组件的内容 

MasterLabel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用于标识 Salesforce 的安装地区中的 Visualforce 自定义组

件的文本。该字段的标志为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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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该 Visualforce 页面的名称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Developer 
Edition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最大长度为15
个字符。可以使用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这种

表示法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Developer Edition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

织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

是某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

该对象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

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NamespacePrefix 只

能设置为支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

都没有名称空间前缀 

 

用法 

可以使用自定义组件封装常用设计模式，然后一在个或多个Visualforce页面中多次重用该模式。所有具有查看Visualforce页面权限

的用户都可以查看自定义组件，但是创建或更新自定义组件要求用户具有Customize Application的权限。 

ApexPage 

表示一个的 Visualforce 页面。更多信息，请参阅 VisualforceDevelopers Guide。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getUpdated()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pag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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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piVers ion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页面的 API 版本。每个页面在创建时都有一个指定的 API
版本。自 API 16.0 版开始，该字段默认被设置为创建该对象

时使用的 Salesforce API 版本。使用早期的 API 版本创建的

对象的该字段默认被设置为最新的 Salesforce API 版本 

ControllerKey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此页面关联的控制器的标识符。 
 如 果 ControllerType 字 段 被 设 置 为 Standard 或

StandardSet ，则该字段的值为定义该控制器的

SObject 类的名称 

 如果 ControllerType 字段被设置为 Custom，则该字段

的值为定义该控制器的 Apex 类的名称 

Controller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Update 

与此 Visualforce 页面关联的控制器的类型，其可能值包

括： 

 Not Specified，适用于未使用<apex:page>标记

上 standardController 属性和 controller 属性定

义的页面 
 Standard，适用于使用<apex: page>标记上的

standardController 属性定义的页面 
 StandardSet，适用于使用<apex: page>标记上的

standardController 属性和 recordSetVar 属性

定义的页面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该 Visualforce 页面的说明 

Markup 文本区域 Create 

Update 

Visualforce 标记、HTM、Javascript 以及其他所有启用 Web
代码，这些代码定义了该页面的内容 

MasterLabel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用于标识 Salesforce 的安装地区中的 Visualforce 页面的文

本。标志为 Label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该 Visualforce 页面的名称 

 
 



 

 131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Developer 
Edition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最大长度为15个
字符。可以使用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这种表示

法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Developer Edition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织

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是某

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该对象

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已安装的

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Developer 
Edition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NamespacePrefix 只能

设置为支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

有名称空间前缀 

用法 

可以使用 Visualforce 页面来增加自定义内容，从而扩展基础 Salesforce 应用程序的功能。启用 Visualforce 的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

可以查看 Visualforce 页面，但是 create()或 update()Visualforce 页面要求用户具有 Customize Application 权限。 

ApexTrigger 
表示 Apex 触发器。 

注意：虽然 Apex 类和触发器可以将 Create 和 Update 这两个字段的属性设置为 true，但是如果您试图使用 API 创建或更新 

它们将会导致一个运行时异常。因此，请使用 Force.com 迁移工具、Salesforce 用户界面或 Force.com IDE 来创建或更新 Apex
类和触发器。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

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piVersion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触发器的 API 版本。每个触发器在创建时都有一个指定的

API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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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Body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Apex 触发器的定义。最大长度为 32,000 个字符 

bodyCrc 双精度值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类或触发器文件的 CRC（循环冗余检验）检验码 

IsValid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Update 

指示自从该触发器上次被编译以来任何依赖原数据发生（true）

或者未发生（false）变化 

LengthWithoutComments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触发器的长度（不包含注释）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触发器的名称。最大长度

为 255 个字符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最大长度为 15 个

字符。可以使用 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 这种表示

法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织的

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是某个对

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该对象具有这

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

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的

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NamespacePrefix 只能设置

为支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称

空间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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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Apex触发器的当前状态。下列字符串值有效： 

 Active——该触发器是活动的。 
 Inactive——该触发器是非活动的，但是未被删除。 
 Deleted——该触发器被标记为删除。这对托管包非常有

用，因为它允许一个类在托管包更新时被删除。 

注意：Inactive 不支持 ApexClass 对象。更多信

息，请参阅 Force.com Metadata API 
Developer’s Guide 

 

用法 

欲获取更多关于 Apex 触发器的信息，请参阅 Force.com ApexCode Developer’s Guide。 

Approval 

表示 Contract 的审批请求。 

注意：该对象具有向后兼容性。该对象是 Contract 对象的审批过程特有的，它既不同于由 ProcessInstance 对象表

示的审批过程，也与其无关。ProcessInstances 对象具有更强大的功能。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query()、search()、retrieve()、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pproveComment 字符串 Create 

Query 
Replicate 
Retrieve 
Update 

由用户在批准或拒绝该审批请求时输入的文本。必需字段。

最大长度为 4 000 个字符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i_meta/index.htm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i_meta/index.htm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exco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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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

标志为 Deleted 

Own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被要求批准或拒绝该审批请求的用户 ID。必须是

一个有效的用户 ID。 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

“ID 字段类型”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与该审批请求关联的 Contract ID。必须是一个

有效的合同 ID 

RequestComment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由创建该审批请求人用户输入的文本。可选字段。创建

Approval 对象以后不能更新该字段。最大长度为 4 000 个字

符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该审批请求的当前状态。其值为以下选择

列表值之一： 
  Pending——仅在该审批请求被创建（create()调

用）时指。 
  Approved——仅在该审批请求被批准（update()调

用）时指定 
  Rejected——当该审批请求被拒绝（update()调

用），或者其先被创建（create()调用），然后出于

存档目被立即拒绝时指定 
 

用法 

该对象允许客户端应用程序以编程方式处理 Contract 的审批请求。一开始，为了请求一个合同审批，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会创建一

个新的审批请求记录，同时指定 ParentId、OwnerId（批准或拒绝该请求的用户）、Status（Pending）以及 RequestComment 字
段（可选）。请注意，当客户端应用程序创建第一个审批请求时，如果 Contract 对象的 Status 字段的值为 Draft，则该审批记录的

Status 字段的值自动被修改为 InApproval（更多信息，请参阅 ContractStatus）。 

客户端应用程序随后可能会更新现有的审批请求，同时指定 Status（Approved 或 Rejected）和 ApproveComment（必填）字段；

RequestComment 字段不能被更新。更新审批记录（批准或拒绝）要求客户端应用程序以“Approve Contract”权限登录。 

要更新一个审批请求，其 Status 字段的值必须为 Pending——客户端应用程序不能更新一个已被批准或拒绝的审批。要重新提交一

个特定 Contract 的审批请求，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创建一个新的、独立的审批记录并重复此审批过程。 

如果一个 Contract 已被批准（或拒绝），则 Contract 对象的 LastApprovedDate 字段将自动被更新，但是 Contract 对象的 Status
字段不更新，其值仍为 InApproval。 

已批准的 Contract 必须显式激活。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将 Contract 对象的 Status 字段的值设置为 Activated 来激活该合同；

User 也可以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激活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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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Contract 可以有多个处于不同状态（待定、批准和拒绝）的审批请求。另外，一个 User 也可以有多个与同一个 Contract 关联

的审批请求。 

客户端应用程序不能显式删除审批记录。如果审批记录的父级 Contract 被删除，则这些审批记录将被自动删除。 

Asset 

表示一个 Account 或 Contact 所拥有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物品，比如以前销售或安装的产品。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describeLayout()、describeSObjects()、upsert()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必需字段。与该资产关联的 AccountID。必须是一个有效的帐

户 ID。如果 ContactId 字段未指定，则该字段为必填。欲获

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Conta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 AccountId 字段未指定，则该字段为必填。与该资产

关联的 Contact 的 ID。必须是一个具有父级帐户的有效联系

人的 ID，但该父级帐户不必与该资产的 AccountId 匹配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Nillable 

Update 

对该资产的说明 

Install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资产的安装日期 

IsCompetitorProduct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指示该资产是（true）或者不是（false）由某个竞争对

手销售的产品。默认值为 false。标志为 Competitor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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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let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

标志为 Delete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资产的名称。标志为 Asset Name 

Price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资产的支付价格 

Product2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该资产关联的 Product2 ID。必须是一个有效的 Product2 
ID 

Purchase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资产的购买日期 

Quantity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购买或安装该资产的数量 

SerialNumber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资产的序列号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可自定义的价值选择列表。默认的选择列表包括以下值： 
 Purchased（已购买） 

 Shipped（已发货） 
 Installed（已安装） 

 Registered（已注册） 
 Obsolete（已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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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sageEnd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资产的使用过期日期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跟踪以前销售给客户的资产。利用资产跟踪，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迅速确定一个特定的帐户具有哪些以前销

售或现在安装的产品。 

例如，您的组织可能希望续订和追加销售以前售出的产品。同样地，您的组织可能还希望跟踪客户使用的竞争对手产品，而这

些产品可能被取代或更换。 

资产跟踪对产品支持也非常有用，可以利用产品特定的支持问题提供详细的帮助信息。例如，PurchaseDate 或

SerialNumber 这两个字段可以表明某个特定的产品是否有维护需求（包括产品召回）。同样地，UsageEndDate 字段可以

表明该资产什么时候退出服务，或者许可证或保修什么时候过期。 

如果应用程序创建了一个新的 Asset 记录，则其必须至少指定 Name 以及 AccountId 和/或 ContactId 这些字段的值。 

AssetTag 

与资产相关的词或短语。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标记项的 I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的名称。如果该字段的值不存在，则 API 将创建一个新

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并使其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

则，一个同名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

象。这种父子关系是自动建立的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其可能值有两个： 
 Public：一个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该标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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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temId 引用 Restricted 

picklist 

 Personal：只有与 OwnerId 匹配的用户才可以查看和操

作该标记 

用法 

AssetTag 对象存储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和被标记的 Asset 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是一种元数据，用户可以使用

Tag 对象描述和组织他们的数据。 

在删除标记时，如果该标记的名称未被使用，则同时删除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否则，保留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删除一个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把该对象以及与所有该对象相关的标记项移入回收站。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AssignmentRule 

表示与 Case 或 Lead 关联的分配规则。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该对象为只读。请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创建、配置和删除分配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tiv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分配规则是活动的（true）或者非活动的

（false） 

Nam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该分配规则的名称 

Sobject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该分配规则的类型：Case 或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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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在创建或更新一个新的 Case 或 Lead 对象之前，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按名称）查询 AssignmentRule 对象以获得所用的分配

规则的 ID，然后将该 ID 赋值给 AssignmentRuleHeader 对象的 assignmentRuleId 字段。更多信息，请参阅

AssignmentRuleHeader 对象。 

AsyncApexJob 

表示单个 Apex 共享重新计算作业、批处理 Apex 作业或带有 future 批注的方法。 

支持的调用 

query()、 retrieve()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pexClassID 引用 Filter 

执行作业的 Apex 类的 ID。标志为 Class ID 

Completed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该作业完成的日期和时间 

JobItemsProcessed 整型值 Filter 
已处理的作业数。标志为 Batches Processed 

Job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被处理的作业类型：其可能值如下： 
 future 

 SharingRecalculation 

 batchApex 
 

MethodNam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被执行的 Apex 方法的名称。标志为 Apex Method 

NumberOfErrors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失败的批处理总数。批处理被认为是事务性的，因此任何未

处理的异常都会造成批处理的完全操作性。标志为 Failures 

Status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作业的状态。其可能值如下： 
 Queued 

 Processing 
 Aborted 

 Completed 

 Failed 
 

TotalJobItems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已处理的批处理总数。每个批处理都包含一系列记录。标

志为 Total B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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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查询组织中的 Apex 批处理作业。 

Attachment 

表示 User 上传或附加到一个父对象的文件。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 ()、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Body base64 Create 

Update 

必需字段。已编码的数据文件 

BodyLength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附件文件的大小，以字节单位 

ContentTyp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附件的内容类型。 

如果您的组织启用了 Disallow HTMl documents and 

attachments 的安全设置，则您不能上传具有下列扩展名

的文件：htm、html、htt、htx、mhtm、mhtml、shtm、

shtml、acgi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

标志为 Deleted 

IsPrivat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记录是只有所有者和管理员可以查看（true）还是

获得允许的其他用户都可以查看（false）。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过程中，即使不是记录的所有

者，也可以将该附件记录标记为“私有”。这可能会导致无

法再访问自己刚刚插入或更新的记录。标志为 Private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附件文件的名称。标志为 File Name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拥有该附件的 User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

“ID 字段类型”。在 9.0 版本以前，该字段为必填。从 9.0
版本开始，该字段在创建时可以为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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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该附件的父对象的ID。下列对象可以作为附件的父

对象： 
• Account 
• Asset 
• Campaign 
• Case 
• Contact 
• Contract 
•自定义对象 
• EmailMessage 
• EmailTemplate 
• Event 
• Lead 
• Opportunity 
• Product2 
• Solution 
• Task 
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用法 

API 发送和接收以 base64Binary 数据类型编码的二进制文件附件数据。在执行 create()调用之前，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将二

进制附件数据编码为 base64 类型。当接收到响应时，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将 base64 编码的数据解码为二进制数据（这种转换

通常由 SOAP 客户端为您处理）。 

create()调用对附件文件的大小有限制，最大为 5 MB。Solution 对象的附件最大为 1.5MB，电子邮件的附件最大为 3 MB。 
API支持create()、delete()和update()调用中的电子邮件的附件。query()调用不能通过电子邮件返回父级附件，除非执

行该查询的用户具有Modify All Data权限。 

注意：在文本搜索过程中，search()调用不能搜索附件记录。 

 
可以访问的字段取决于使用的方法： 

 使用 describeSObjects()和 query()调用可以访问所有字段。使用 create()调用，可以插入 Name、ParentId、
Body、IsPrivate 和 OwnerId 字段。 

 要修改现有记录，可以使用 update()调用修改 Name、Body、IsPrivate 和 OwnerId 字段。 

 使用 query()调用可以访问所有字段，但是不能在单个 query()调用中接收多个记录的 Body 字段。如果查询返回 Body
字段，则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确保返回结果中只有一行带有一个附件；否则将出现错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是从 query()

调用中返回记录的 ID（而不是 Body 字段中的附件），然后将这些 ID 传递给 retrieve()调用以返回 Body 字段。 

 欲获取更多关于访问已归档文件的附件的信息，请参阅“归档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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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表示共享公共信息的 Opportunity 之间的链接。 

该对象适用于已启用“类似机会”功能的组织。 

支持的调用 

query()、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D ID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该书签的 ID。标志为 Bookmark ID。

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

“ID 字段类型” 

FromId ID Filter 
源机会。标志为 Bookmarked From ID 

ToId ID Filter 
源机会被链接到的目标机会。标志为 Bookmarked To 
ID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

收站，标志为 Deleted 

 

用法 

Bookmark 对象只能与 Opportunity 对象一起使用。 

可以使用该只读对象查询您的组织中机会之间的书签。在联机应用程序中，用户可以搜索与其他机会共享属性的机会，然后标

出适当的机会以供将来引用。 

BrandTemplate 

HTML EmailTemplate 的信头。 

支持的调用 

create()、query()、retrieve()、update()、upsert()、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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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该信头的说明 

最大长度为 1,000 个字符 

Developer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对象在 API 中的唯一名称。该名称只能包含下划线和字母数字

字符，而且在您的组织中必须是唯一的。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

不能包含空格，不能以下划线结束，而且不能包含两个连续下划

线。在托管包中，该字段可以避免软件包安装的命名冲突。利用

该字段，开发人员可以在托管包中修改该对象的名称，而且这种

修改可以反映到订户的组织中。标志为 Letterhead Unique 
Name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表明该信头可用（true）或者不可用（false）。标志为

Active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模板在 Salesforceuser 界面中显示的标志。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标志为 Brand Template Name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Developer 

Edition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最大长度为15个
字符。可以使用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这种表示法

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Developer Edition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织

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是某

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该对象

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已安装的

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Developer 

Edition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Developer Edition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为支

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称空

间前缀。 
如果登录的用户没有 Customize Application 权限，则不能访问

该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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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Value 文本区域 Create 

Update 

用 HTML 书写的信头内容，包括任意徽标。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将您的信头加入电子邮件模板中。也可以将一个品牌模板设置为活动的或非活动的。例如，如果您拥有 5 个不同的营销

品牌，则您可以在一个模板中维护每个不同的品牌，并为每个品牌指定适当的电子邮件模板。 

BusinessHours 

该对象用于指定您的支持机构的办公时间。呈报规则只在该办公时间内运行。如果办公时间与任何节假日关联，则办公时间以及与办公

时间关联的呈报规则在被指定为节假日的日期和时间内暂停。更多信息，请参阅 Holiday 对象。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query()、retrieve()、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办公时间是活动的（true）或者非活动的

（false）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办公时间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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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fault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办公时间被设置（true）或者未被设置（false）

为默认办公时间 

FridayEnd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下班时间 

FridayStart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上班时间 

MondayEnd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下班时间 

MondayStart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上班时间 

SaturdayEnd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下班时间 

SaturdayStart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上班时间 

SundayEnd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下班时间 



 

 146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SundayStart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上班时间 

ThursdayEnd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下班时间 

ThursdayStart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上班时间 

TimeZoneSid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该办公时间的时区 

TuesdayEnd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下班时间 

TuesdayStart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上班时间 

WednesdayEnd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下班时间 

WednesdayStartTime 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上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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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指定您的支持机构的办公时间。与办公时间关联的呈报规则只在办公时间内运行。要将办公时间设置为全天候型，可以

将每一天的时间设置为从午夜到午夜（00:00:00 ~ 00:00:00）。 
默认情况下，办公时间被设置为您的组织指定的默认时区的上午 12:00 到上午 12:00。 

BusinessProcess 

表示一个业务流程。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query()、retrieve()、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该业务流程的说明。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IsActiv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当创建一个新的记录类型或者修改一个现有记录类型的业务流程

时，表明该业务流程能够（true）或者不能够（false）在

Salesforce 界面中提供给用户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该业务流程的名称。 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TableEnumOrId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必需字段。其值为以下三者之一：Case、Opportunity 或

Solution。标志为 Entity Enumeration Or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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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使用 BusinessProcess 对象为不同用户提供不同的选择列表值的子集，以支持 LeadStatus、CaseStatus 和 OpportunityStage 字段。与

RecordType 对象类似，一个 BusinessProcess 对象可以标识出 Case、Lead 或 Opportunity 对象中的某个行的类型，并蕴含了

LeadStatus、CaseStatus 和 OpportunityStage 这三个字段选择列表值的子集。其余的选择列表字段的值由 RecordType 对象给出。 

CallCenter 

该对象表示一个呼叫中心，是对组织中的单一计算机电话集成（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CTI）系统实例的逻辑表示。 

支持的调用 

create()、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
describeSObjects()、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reatedById 引用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系统字段，包含创建该呼叫中心的用户 ID 

CreatedDate 日期时间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系统字段，包含创建该呼叫中心的日期和时间 

Id ID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唯一标识该呼叫中心的系统字段。标志为 Call Center ID。该

ID 是在该呼叫中心被创建时自动创建的 

Internal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该呼叫中心的内部名称。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LastModifiedById 引用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系统字段，包含上次修改该呼叫中心的用户 ID 

LastModifiedDate 日期时间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系统字段，包含上次修改该呼叫中心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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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该呼叫中心的名称。 
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SystemModstamp 日期时间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系统字段，包含用户或工作流程进程上次修改该呼叫中心

的日期和时间 

用法 

创建一个呼叫中心或查询现有的呼叫中心。 

Campaign 

表示和跟踪市场营销活动，例如直接邮寄推销、网络研讨会或展销会。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undelete()、merge()、

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upsert()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tualCost 货币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举行此次营销活动需要花费的资金数额 

AmountAllOpportunities 货币 Filter 与此次营销活动相关的所有机会（包括已错过和已赢

得的机会）需要花费的资金数额。标志为 Total 
Value Opportunities 

AmountWonOpportunities 货币 Filter 
与此次营销活动相关的已错过或已赢得的机会需要花

费的资金数额。标志为 Total Value Won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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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BudgetedCost 货币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次营销活动的预算金额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对此次营销活动的说明。 大容量为 32KB。报告中

只显示前 255 个字符 

End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次营销活动的结束日期。在该结束日期之后收到的

响应仍然有效 

ExpectedResponse 百分比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期望从此次营销活动收到的响应的百分比 

ExpectedRevenue 货币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期望从此次营销活动获得的收益金额 

HierarchyActualCost 货币 
Filter 在营销活动层次结构中举行这些营销活动需要花

费的总金额的计算字段。标志为 Total Actual 
Cost in Hierarchy 

HierarchyBudgetedCost 货币 
Filter 在营销活动层次结构中这些营销活动的总预算金

额的计算字段。标志为 Total Budgeted Cost in 
Hierarchy 

HierarchyExpectedRevenue 货币 
Filter 期望从营销活动层次结构中的这些营销活动获得的总

收益金额的计算字段。标志为 Total Expected 
Revenue in Hierarchy 

HierarchyNumberSent 整型值 Filter 在营销活动层次结构中这些营销活动的目标个人总数

的计算字段。例如已发送的电子邮件数量。标志为

Total Num Sent in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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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指示此次营销活动是活动的（true）或者非活动

的（ false）。默认值为 false。标志为

Active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

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LastActivityDate 日期 Filter  

Nillable 

其值为下面两个截止日期中最近的日期： 

 与该记录关联的、最近登录的事件的截

止日期 

 与该记录关联的、最近结束的任务的截

止日期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该营销活动的名称。最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NumberOfContacts 整型值 Filter 
与此次营销活动相关的联系人数目。标志为 Total 
Contacts 

NumberOfConvertedLeads 整型值 Filter 
由于此次营销活动的成效而转换为帐户或联系人的

销售线索数目。标志为 Converted Leads 

NumberOfLeads 整型值 Filter 
与此次营销活动相关的销售线索数目。标志为

Total Leads 
NumberOfOpportunities 整型值 Filter 

与此次营销活动相关的机会数目。标志为 Num 
Total Opportunities 

NumberOfResponses 整型值 Filter 
此次营销活动的联系人和未转换但其成员状态为

“已响应”的销售线索的数目。标志为 Total 
Responses 

NumberOfWonOpportunities 整型值 Filter 
与此次营销活动相关的、已错过或已赢得的机会数

目。标志为 Num Won Opportunities 

NumberSent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次营销活动的目标个人数目。例如已发送的电

子邮件数量。标志为 Num 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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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拥有该营销活动的用户 ID。默认值为登录到 API 执

行 Create 操作的用户 

ParentCampaign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在营销活动层次结构中位于已选择的营销活动之上的

营销活动 

Start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次营销活动的开始日期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营销活动的状态，例如已计划、正在进行等。 大

长度为 40 个字符 

TotalAmountAllOpportunities 货币 Filter 
与该营销活动层次结构相关的所有机会（包括已错过

和已赢得的机会）总数的计算字段。标志为 Total 
Value Opportunities in Hierarchy 

TotalAmountAllWonOpportunities 货币 Filter 
与该营销活动层次结构相关的所有已错过或已赢

得的机会总数的计算字段。标志为 Total Value 
Won Opportunities in Hierarchy 

TotalNumberofContacts 整型值 Filter 
与该营销活动层次结构相关的联系人总数的计算字

段。标志为 Total Contacts in Hierarchy 

TotalNumberofConvertedLeads 整型值 Filter 
与该营销活动层次结构相关且已转换为帐户、联系人

和机会的销售线索总数的计算字段。标志为 Total 
Converted Leads in Hierarchy 

TotalNumberofLeads 整型值 Filter 
与该营销活动层次结构相关的销售线索总数的计算字

段。该数目也包括已转换的销售线索。标志为 Total 
Leads in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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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TotalNumberofOpportunties 整型值 Filter 

与该营销活动层次结构相关的机会总数的计算

字段。标志为 Total Opportunities in 
Hierarchy 

TotalNumberofResponses 整型值 Filter 
该营销活动层次结构的联系人和未转换但其成员状态

为“已响应”的销售线索的数目的计算字段。标志为

Total Responses in Hierarchy 

TotalNumberofWonOpportunities 整型值 Filter 
与该营销活动层次结构相关且已赢得的机会总数的

计算字段。标志为 Total Won Opportunities in 
Hierarchy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营销活动的类型，例如“直接邮寄”或“推荐计

划”等。 大长度为 40 个字符 

 

用法 
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通过 API 创建、更新、删除和查询与某个营销活动关联的附件。 

Campaign 对象仅适用于已启用营销活动功能并已获得有效的营销许可证的组织。另外，只有能够作为营销用户的那些用户才可以访问

该对象。如果您的组织未启用营销活动功能或者未获得有效的营销许可证，则 describeGlobal()调用中将不会出现该对象，而且

您也不能通过 Campaign 对象使用 describeSObjects()或 query()调用。 

注意：一个营销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 CampaignMember 对象。通常情况下，需要利用 CampaignMember 对象来更新 

营销活动。 

CampaignMember 

表示一个 Campaign 和一个销售线索或 Contact 之间的关联。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API 16.0 版及更高版本中增加了 upsert()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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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mpaign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该销售线索或 Contact 与之关联的 Campaign 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Conta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必需字段。与一个营销活动关联的 ContactID 

FirstRespondedDate 日期 Filter 

Nillable 

该营销活动成员首次获得响应状态的日期 

HasRespond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营销活动成员已经（true）或者尚未（false）响应

该营销活动。标志为 Responded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Lead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必需字段。与一个营销活动关联的销售线索 ID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控制该对象的 HasResponded 标志。由于 HasResponded 标志

为只读的，所以不能直接设置该标志，但是可以在一个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间接设置此字段的值。每个预定

义的 Status 值表示一个 HasResponded 标志值。每次更新该字

段都将隐式地更新 HasResponded 标志。在 Salesforce 用户界

面中，营销用户可以定义 Status 选择列表有效状态值，并选择

一种状态作为默认状态。营销用户还可以选择每个 Status 字段

的哪些值表示“已响应”状态，即当 Status 字段为这些值时，

HasResponded 标志将被设置为 true。  

最大长度为 40 个字符 

 

注意：如果您正在将 CampaignMember 对象的数据导入到 Salesforce，并需要设置某个审计字段（比如 CreatedDate）的

值，请联系 salesforce.com。除非您请求自己设置这些字段的值，否则审计字段的值是在 API 操作过程中自动更新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系统字段”。 
 

用法 
每个记录有一个唯一的 ID，而且必须包含 ContactId 或 LeadId 这两个字段之一，但不能同时包含这两个字段。任何企图创建一个同时

包含这两个字段的单一记录的操作，都将导致一次成功的插入，但只有 ContactId 字段被插入到记录中。但是，可以在一个 Campaign
中创建两个独立的记录，其中一个记录包含 LeadId 字段，另一个记录包含 ContactId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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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aignMember 对象仅适用于已启用营销活动功能并已获得有效的营销许可证的组织。而且，只有能够作为营销用户的那些用户才

可以访问该对象。如果您的组织未启用营销活动功能或者未获得有效的营销许可证，则 describeGlobal()调用中将不会出现该对

象，而且您也不能通过 CampaignMember 对象使用 describeSObjects()或 query()调用。 

在 API 16.0 及更高版本中，一个 create()调用只能创建一个新记录；而在早期的版本中，一个 create()调用可以创建和更新

多个新记录。API 使用指定的 CampaignId 和 ContactId 或 LeadId 二者之一来确定一个记录是否存在。 
注意：ContactId 和 LeadId 这两个字段只能使用其中一个，而不能同时使用，除非您希望跟踪基于销售线索的、由您将其转

换为联系人的营销活动成员。 
 

如果给定的 ContactId 或 LeadId 的记录不存在，则执行 create()调用。如果该记录已存在，则不执行更新并返回一个错误。要更新

一个现有记录，可以使用 update()调用并指定要更新的 CampaignMember 记录的 ID。 

在 API 15.0 及更低版本中，如果您使用单个 create()调用提交多个记录，而且其中有一个以上的记录与现有记录匹配，则使用提交

的第一个记录更新现有记录。如果提交的记录中存在互相匹配的多个记录，则只创建提交的 后一个记录。 

要在 API 16.0 及更高版本中同时创建并更新多个记录，可以使用 upsert()调用。早期的 API 版本不支持 upsert()调用。要使用该

对象的 upsert()调用，必须首先删除 ID 字段中除记录 ID 以外的所有数据。 

要删除一个记录，可以使用 delete()调用并指定要删除的 CampaignMember 记录的 ID。 

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执行的过程中，将验证在调用中指定的 Status 字段的值是否为给定的 Campaign 的有效状态： 
 

 如果指定的 Status 值是一个有效状态，则 API 将更新该值，并根据与 HasResponded 字段关联的 Status 值将 HasResponded
字段的值更新为 true 或 false。 

 如果指定的 Status 值不是一个有效状态，则 API 将默认状态分配给 Status 字段，并使用相应的值更新 HasResponded 字段。但

是，如果给定的 Campaign 没有默认状态，则 API 将调用中指定的值分配给 Status 字段，并将 HasResponded 字段的值设置为

false。 

CampaignMemberStatus 

营销活动中定义的一个或多个成员状态值。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queryAll()、queryMore()、retrieve()、update()、

upsert()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如果一个营销活动的成员状态被指定为默认状态，或者正被一个 Campaign 对象使用，则不能删除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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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mpaign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该成员状态关联的营销活动的 ID 

HasResponded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状态是（true）或者不是（false）“已响应” 

IsDefault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状态是（true）或者不是（false）默认状态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Label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该状态在选择列表中的标志。 大长度为 765 个字符 

SortOrder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营销活动成员状态在选择列表中的显示顺序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创建营销活动中成员状态的选择列表项。 

该对象仅适用于已启用营销活动功能并已获得有效的营销许可证的组织。而且，只有能够作为营销用户的那些用户才可以访问该对象。

如果您的组织未启用营销活动功能或者未获得有效的营销许可证，则 describeGlobal()调用中将不会出现该对象，而且您也不能

通过 CampaignMember 对象使用 describeSObjects()或 query()调用。 

CampaignOwnerSharingRule 

表示与营销活动所有者以外的其他 User 或者在角色层次结构中位于所有者之上的所有用户共享营销活动的规则。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Setting Sharing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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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联系 salesforce.com 客户支持，以保证您的组织可以访问该对象。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mpaign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授予目标 Group 或 UserRole 的访问权限，其可能值如下：

 Read 
 Edit 
 All 

 

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源组的 ID。由源 Group 中的 User 所有的 Campaign 触发

该规则，以授予其他用户访问该营销活动的权限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被授予访问权限的 User 或 Group 的 ID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管理一个特定对象的共享规则。 

CampaignShare 

表示一个 Campaign 的共享项。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mpaign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此共享项关联的 Campaign 的 ID。该字段不能更新。欲获取

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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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mpaign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User 或 Group 拥有的对此 Campaign 的访问级别，其可能值如

下： 
 Read 
 Edit 

 All（该值不适用于 create()和 update()调用） 
 
该字段的访问级别值必须要高于组织的 Campaign 默认访问级

别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RowCaus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此营销活动被共享的原因。只读字段，该字段有多个可能值，

其中包括： 
 营销活动共享规则——User 或 Group 通过 Campaign 共享

规则拥有对此营销活动的访问权限 
 手动共享——User 或 Group 拥有对此营销活动的访问权

限，是因为一个具有 All 访问权限的 User 手动将此营销活

动与这些 User 或 Group 共享 
 所有者——User 是此 Campaign 的所有者，或者是在角色

层次中位于此 Campaign 的所有者之上的角色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被授权访问此 Campaign 的 User 或 Group 的 ID。该字段不能

更新 
 

用法 
可以利用该对象确定哪些用户和组有权查看和/或修改其由他用户所有的 Campaign 记录。 

CampaignTag 

与营销活动相关的词或短语。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标记项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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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的名称。如果该字段的值不存在，则 API 将创建一个新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并使其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则，

一个同名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这

种父子关系是自动建立的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其可能值有两个： 
  Public：一个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该标

记 
  Personal：只有与 OwnerId 匹配的用户才可以查看和操作

该标记 
 

用法 
CampaignTag 对象存储的是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和被标记的 Campaign 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是一种元数据，用户可

以使用 Tag 对象描述和组织他们的数据。 
在删除标记时，如果该标记的名称未被使用，则同时删除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否则，保留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

象。删除一个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把该对象以及与所有该对象相关的标记项移入回收站。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Case 

表示案例，案例是一种客户问题，比如客户的反馈、问题或疑问。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search()、retrieve()、
getDeleted()、getUpdated()、upsert()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该案例关联的帐户 ID。欲获取更多关于指定该字段值的

信息，请参阅“从案例的联系人中分离帐户” 

CaseNumber 字符串 Autonumber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idLookup 

 

该字段的值是在每个案例被插入时自动分配的。不能直接

设置该字段的值，也不能在创建案例后修改该字段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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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losed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该案例被关闭的日期和时间 

ConnectionReceive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组织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

段仅适用于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已启用的情况 

ConnectionSe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段仅适

用于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已启用的情况。从 15.0 版开

始 API 不 再 支 持 ConnectionSentId 字 段 。 尽 管

ConnectionSentId 字段仍然可见，但是其值为 null。可以使

用新的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对象将记录转发到

连接 

Conta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相关 Contact 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对该案例的文字说明， 大容量为 32KB 

HasCommentsUnreadByOwner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一个案例有（true）或者没有（false）所有者尚未阅

读的注释 

HasSelfServiceComments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一个案例有（true）或者没有（false）由自

助服务用户添加的注释 

IsClos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案例是关闭的（true）或者打开的（false）。该字

段由 Status 字段控制。不能直接设置该字段的值。标志为

Closed 

IsClosedOnCreat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案例在被创建时是关闭的（true）或者打开的

（false）。该字段为只读，在创建案例时自动设置。如果

IsClosed 标志不为 true，则该标志也不能设置为 true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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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Escalated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案例已呈报（true）或者未呈报（false）。案例的

已呈报状态不影响对该案例的使用，仍然可以查询、删除和更新

该案例。但是，不能通过 API 设置该标志。欲获取更多关于案例

呈报的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标志为 Escalated 

IsSelfServiceClos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案例对自助服务用户已关闭（true）或者未关闭

（false） 

IsVisibleInSelfServic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可以（true）或者不可以（false）在客户自助服务

门户中查看该案例 

Origin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案例源，例如电子邮件、电话或网络。标志为 Case Origin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拥有该案例的联系人 ID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层次结构中该案例的父案例的 ID。标志为 Parent Case 

Priorit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案例的重要性或紧迫性，例如高、中、低 

Reason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创建该案例的理由，例如“说明不清楚”或“用户没有参加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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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案例的状态，例如新建、已关闭或已呈报。该字段直接控制

IsClosed 标志。每个预定义的 Status 值表示一个 IsClosed 标

志值。更多信息，请参阅 CaseStatus 

Subject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案例的主题，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SuppliedCompany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创建案例时输入的公司名称。创建案例以后该字段不能更新。

标志为 Company 

SuppliedEmail email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创建案例时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创建案例以后该字段不能更

新。标志为 Email。 

如果您的组织设定了一条活动的自动响应规则，则当通过 API
创建案例时要求填写该字段。自动响应规则使用由 ContactId
指定的联系人中的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该联系人记录中没有电子邮件地址，则使用此处指定的电子

邮件地址。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Setting 
Sharing Rules 

Supplied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创建案例时输入的名称。创建案例以后该字段不能更新。标志

为 Name 

SuppliedPhon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创建案例时输入的电话号码。创建案例以后该字段不能更新。

标志为 Phone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案例类型，例如功能要求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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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正在将 Case 对象的数据导入到 Salesforce，并需要设置某个审计字段（比如 CreatedDate）的值，请联系 

salesforce.com。除非您请求自己设置这些字段的值，否则审计字段的值是在 API 操作过程中自动更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系

统字段”。 

用法 

可以使用 Case 对象管理您的组织的案例。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通过 API 创建、删除、更新和查询与某个案例关联的附件。 

分配规则 
在创建或更新一个案例时，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会根据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配置的分配规则自动将该案例分配给一个或多个

User。要使用这种功能，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需要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使用的 AssignmentRuleHeader 中设置下列两

个选项之一（但不能同时设置这两个选项）： 

字段 字段类型 说明 
 

assignmentRuleId 引用 要使用的分配规则的 ID。可以是非活动的分配规则。如果 assignmentRuleId
未指定且 useDefaultRule 为 true，则使用默认的分配规则。要查找一个给定的

分配规则的 ID，请查询 AssignmentRule 对象（specifying RuleType=” 
caseAssignment”），迭代返回的 AssignmentRule 对象，找出您想使用的分配

规则，提取出其 ID，最后在 AssignmentRuleHeader 中的该字段指定其 ID 
 

useDefaultRule 布尔型 表明使用（true）或者不使用（false）默认的分配规则进行基于规则的分

配。 
默认规则由用户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指定 

从案例的联系人中分离帐户 

在 8.0 之前的 API 版本中，不能指定 AccountId，其值从联系人的帐户获得。以后的版本将继续支持这种处理方式，但是现在您也可以

指定 AccountId。如果您在创建一个案例的过程中没有指定 AccountId，则其值将默认为该联系人的 AccountId。 

注意：当更新一个记录时，如果 ContactId 未改变，则 AccountId 也不会重新生成。这样可以避免 API 覆盖以前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更改的值。但是，如果 API 调用更改了 ContactId 字段且 AccountId 字段为空，则使用联系人的帐

户重新生成 AccountId。 

使用_case 以支持 Java 

根据您使用的开发工具的不同，您可能需要在应用程序中使用_case 而不是 Case。这是因为 case 是 Java 中的保留字。 

CaseComment 

提供关于相关 Case 的附加信息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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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mmentBody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案例注释文本。注释内容的最大长度为 4000 字节。标志

为 Body 

ConnectionReceive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组织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

段仅适用于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已启用的情况 

ConnectionSe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段仅适

用于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已启用的情况。从 15.0 版开

始 API 不 再 支 持 ConnectionSentId 字 段 。 尽 管

ConnectionSentId 字段仍然可见，但是其值为 null。可以使

用新的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对象将记录转发到

连接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IsPublished 布尔型 Create 
Filter 

Defaulted 
on create 

Update 

表明该案例注释对于自助服务门户中的客户是可见的（true）

或者不可见的（false）。标志为 Published。该字段是唯一

可通过 API 更新的 CaseComment 字段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该案例注释的父案例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

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注意：如果您正在将 CaseComment 对象的数据导入到 Salesforce，并需要设置某个审计字段（比如 CreatedDate）的

值，请联系 salesforce.com。除非您请求自己设置这些字段的值，否则审计字段的值是在 API 操作过程中自动更新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系统字段”。  

用法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注释通常是由创建 Case 的 User 输入的。所有用户都可以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使用 API 创建和查看

CaseComments 对象。输入注释后，用户不能在 API 中修改 CaseComments 对象，除非该用户拥有 Modify All 案例的对象级的权限

或 Modify All Data 权限。如果没有这些权限，则用户只能更新 IsPublished 字段，而且不能删除 CaseComments。 



 

 165

CaseContactRole 

表示一个给定的 Contact 担任的 Case 角色。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ses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该联系人关联的案例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

“ID 字段类型” 

Conta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该联系人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

“ID 字段类型”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Ro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合同的联系人担任的角色名称，例如决策者、审批者、购货方

等等。该字段的值必须唯一，不允许多个记录的 ContractId、
ContactId 和 Role 这三个字段的值都相同。不同的联系人可以

担任同一个合同的相同角色，一个联系人也可以担任同一个合同

的不同角色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定义一个给定的 Case 担任给定的 Contact 的角色。例如，可以使用该对象以便能够查看与某个案例关联的全部联系

人。或者，给定的联系人可以查询他们与之关联的全部案例，即使他们不是该案例的主要联系人。 

CaseHistory 

表示对相关 Case 所做更改的历史信息。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166

特殊访问规则 

该对象在 Salesforce 中始终为只读。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seId 引用 Filter 与该记录关联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Field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被修改的案例字段的名称，或者表示对该案例进行了一些其他修

改的一个特定值。除了案例字段的名称以外，该字段的可能值如

下： 
 ownerAssignment——被修改的案例的所有者 

 ownerAccepted——从队列中接收案例的所有权的用户 
 ownerEscalated——由于案例呈报而被修改的案例的所

有者 
 external——使案例对客户自助服务门户中的客户可见

的用户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NewValue anyType Nillable 被修改的案例字段的新值。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OldValue anyType Nillable 被修改的案例字段的前值。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用法 
案例历史记录项是通过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或 API 中修改案例间接创建的。 

当外键字段被修改时，该记录将增加两行内容。一行包含在联机应用程序中显示的外键对象名称。例如，“Jane Doe”表示 Contact 的
名称。另一行包含实际的外键 ID，该 ID 只返回给 API，并只对 API 可见。 

该对象遵守其父对象的字段级安全性。 

CaseOwnerSharingRule 

表示与案例所有者以外的用户共享案例的规则。 

注意：请联系 salesforce.com 客户支持，以保证您的组织可以访问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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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se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允许共享的类型，其可能值如下： 
• Read 

• Edit 

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源组的 ID。由源组中的用户所有的案例触发该规则，以授

予其他用户访问该案例的权限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目标用户或组的 ID。目标用户或级被授予访问权限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管理一个特定案例的共享规则。普通共享和与区域管理相关的共享可以使用该对象。 

CaseShare 

表示一个 Case 的共享项。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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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se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ser 或 Group 拥有的对此 Case 的访问级别，其可能值如下： 
• Read 

• Edit 

• All（该值不适用于 create()和 update()调用） 

该字段的访问级别值必须要高于组织的案例默认访问级别 

CaseId 引用 Filter 
与此共享项关联的 Case 的 ID。该字段不能更新。欲获取更多关

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RowCaus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共享此案例的原因。只读字段，其可能值包括： 
 手动共享——User 或 Group 拥有对此案例的访问权限，

是因为一个具有“All”访问权限的 User 手动将此案例与

这些 User 或 Group 共享 
 所有者——User 是此 Case 的所有者，或者是在角色层

次中位于此 Case 的所有者之上的角色 
 隐式孩子关系——User 或 Group 拥有对与此 Case 关

联的 Account 的 Case 的访问权限 
 规则——User 或 Group 通过 Case 共享规则拥有对此案

例的访问权限 

UserOrGroupId 引用 Filter 
被授权访问此 Case 的 User 或 Group 的 ID。该字段不能更新 

 

用法 
可以利用该对象确定哪些用户和组有权查看和修改其由他用户所有的 Case。更多信息，请参阅“共享”。 

如果您试图创建一个与某个现有记录匹配的新记录，则 create()调用将更新现有记录所有被修改的字段并返回现有记录。 

CaseSolution 

表示 Case 和 Solution 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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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s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与该 Solution 关联的 Case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Solution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与该案例关联的 Solution 的 ID 

 

用法 

不能通过 API 更新该对象。如果您试图创建一个与某个现有记录匹配的新记录，则 create()调用将只返回现有记录。 

CaseStatus 

Case 的状态，例如新建、等待或正在处理等。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Clos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案例状态值，表示一个关闭（true）或打开

（false）的 Case。多个案例状态值可能表示一个关闭的

Case
IsDefault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值是（true）或者不是（false）选择列表的默认

案例状态值 

MasterLabel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该案例状态值的主标志。该显示值是内部标志，未进行转换 

SortOrd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用于在案例状态选择列表中对该案例状态值排序的数字。不

能保证这些数字是连续的，因为有些以前的案例状态值可能已

经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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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SortOrd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用于在案例状态选择列表中对该案例状态值排序的数字。不能

保证这些数字是连续的，因为有些以前的案例状态值可能已经

被删除了 

用法 

访对象表示案例状态选择列表中的一个值。案例状态选择列表提供了关于 Case 状态的附加信息，例如一个给定的状态值表示一个打开

或关闭的案例。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执行 CaseStatus 对象的 query()调用以提取案例状态选择列表中的值集，并在处理 Case 对象的

同时使用这些信息以确定关于一个给定案例的更多信息。例如，根据案例的状态值和相关 CaseStatus 对象中 isClosed 属性的值，应

用程序可以测试一个给定的案例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不能通过 API 更新 CaseStatus 对象。在具有足够权限的情况下，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执行该对象的 query()和

describeSObjects()调用。 

CaseTag 

与案例相关的词或短语。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标记项的 I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的名称。如果该字段的值不存在，则 API 将创建一个新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并使其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则，

一个同名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这

种父子关系是自动建立的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其可能值有两个： 
 Public：一个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该标记 
 Personal：只有与 OwnerId 匹配的用户才可以查看和操作

该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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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CaseTag 对象存储的是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和被标记的 Case 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是一种元数据，用户可以使用 Tag
对象描述和组织他们的数据。 
在删除标记时，如果该标记的名称未被使用，则同时删除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否则，保留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

象。删除一个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把该对象以及与所有该对象相关的标记项移入回收站。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CaseTeamMember 

表示一个案例团队成员，该成员与团队的其他用户协作以解决案例。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Memb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成为案例团队中的成员的用户或联系人的 ID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案例团队成员关联的案例的 ID 

TeamRol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与案例团队成员关联的案例团队角色的 ID 

TeamTemplateMember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预定义案例团队中包含的团队成员的 ID 

 

CaseTeamRole 

表示一个案例团队角色。每个案例团队成员都担任案例的一个角色，例如客户联系人或案例管理器。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get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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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授予案例的目标 Group 的访问权限，其可能值如下： 
 None 
 Read 
 Edit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案例团队角色的名称 

PreferencesVisibleinCSP 布尔型 Create 

Update 

表明该案例团队角色对客户门户用户是否可见 

 

CaseTeamTemplate 

表示一个预定义案例团队，案例团队是协同解决一个案例的一组用户。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该预定义案例团队的文字说明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预定义案例团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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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TeamTemplateMember 

表示一个预定义案例团队的成员，是协同解决一个案例的一组用户。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Memb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成为预定义案例团队的团队成员的用户或联系人的 ID 

TeamRol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预定义案例团队成员的案例团队角色的 ID 

TeamTemplateMember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预定义案例团队中包含的团队成员的 ID 

 

CaseTeamTemplateRecord 

CaseTeamTemplateRecord 对象是 Case 对象与 CaseTeamTemplate 对象之间的链接对象。要将一个预定义案例团队分配给一个案例

（如客户查询），请创建一个 CaseTeamTemplateRecord 对象，并给出该案例的 ParentId 字段和该预定义案例团队的

TeamTemplateId 字段。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案例团队模板记录关联的案例的 ID 

TeamTemplat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案例团队模板记录关联的预定义案例团队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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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Data 

表示 Solution 记录的一个逻辑分组。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tegoryNod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与该解决方案关联的类别节点 ID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RelatedSobj e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与该类别关联的解决方案 ID 

 

用法 
利用该对象，可以将一个或多个类别分配给一个 Solution。该对象是一个具有两个外键的中间数据表，定义了 CategoryNode 和

Solution 之间的关系。 
CategoryData 对象有两个外键： 

 
 第一个外键 CategoryNodeId 是指类别节点 ID。 
 第二个外键 RelatedSobjectId 是指 SolutionID。 

这是一种多对多的关系，因此可能有多行返回结果包含 CategoryNodeId。一个 Solution 可以与多个类别关联。 

CategoryNode 

一棵表示 Solution 类别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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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如果一个类别节点包含被 CategoryNode.Parent 引用或引用其他对象的子类别节点，则试图删除这样的类别节点将会导致失

败。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MasterLabel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类别节点的标志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该字段不空，则表示该节点的父对象 ID 

SortOrder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表明多个子 CategoryNode 对象的排序顺序 

SortSty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明该排序是按字母顺序或自定义顺序 

 

用法 
CategoryNode 定义了解决方案的类别。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可以依次打开“Setup ➤ Customize ➤ Solution ➤ Solution 
Categories”来修改类别定义。 

CategoryNodeLocalization 

当您的组织启用了翻译工作台时，CategoryNodeLocalization 对象可以提供对类别标志的翻译。欲获取更多关于翻译工作台的信息，请

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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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

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您的组织必须使用下列 Salesforce 版本之一：专业版、企业版、Developer Edition 和无限用户版，而且启用了翻译工作台。 

 要查看该对象，您必须具有 View Setup and Configuration 权限。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tegoryNod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要翻译的 CategoryNode ID 

LanguageLocale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内置的语言及其区域ISO代码，用于控制标志在应用程序中的显

示语言。 
该选择列表包含下列标志和值： 
• English: en_US 
• German: de 
• Spanish: es 
• French: fr 
• Italian: it 
• Japanese: ja 
• Swedish: sv 
• Korean: ko 
• Chinese (Traditional): zh_TW 
• Chinese (Simplified): zh_CN 
• Portuguese (Brazilian) pt_BR 
• Dutch: nl_NL 
• Danish: da 
• Thai: th 
• Finnish: fi 
• Russian: ru 
如果要使用下列语言，请与salesforce.com销售代表联系： 
• Czech: cs 
• Mexican Spanish: es_MX 
• Hungarian: hu 
• Indonesian: in 
• Polish: pl 
• Romanian: ro 
• Turkish: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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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该字段的值与默认区域设置无关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最大长度为 15
个字符。可以使用 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 这种

表示法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Developer Edition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织

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是

某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该

对象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已

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Developer Edition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为支

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称

空间前缀 

Valu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翻译后的类别标志的实际值。标志为 Translation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将您的类别标志翻译为Salesforce支持的不同语言。启用翻译平台的组织中的用户可以查看类别节点翻译，但是创建或更新类

别节点翻译需要下列三种权限之一：“Customize Application”、“Manage Translation”和“Manage Categories”。 

Community 
表示一个 Idea 社区。 

支持的调用 

query()、 retr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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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该社区的文字说明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社区是活动的或者非活动的。Idea 只能张贴在活动的社

区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社区的名称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创建社区，以帮助将Idea组织到逻辑分组中。欲获取更多关于意见的信息，请参阅Salesforce在线帮助中的About Ideas。 

Contact 
表示联系人，联系人是与一个帐户关联的个人。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merge()、upsert()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联系人的父帐户 ID。 
当根据允许作为客户门户用户或合作伙伴门户用户的联系人更

改帐户时，建议同时只更新最多 50 个联系人，而且最好在组织

的非营业时间实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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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ssistan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助理的名称 

Assistant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助理的电话号码 

Birth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联系人的出生日期 

CanAllowPortalSelfReg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联系人可以（true）或者不可以（false）自助注册以

访问您的组织的客户门户。欲获取更多关于客户门户和自助注册

的信息，请参阅Salesforce在线帮助中的Enabling Customer 
Portal Login and Filter Settings 

ConnectionReceive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组织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

段仅适用于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已启用的情况 

ConnectionSe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段仅适

用于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已启用的情况。从 15.0 版开

始 API 不 再 支 持 ConnectionSentId 字 段 。 尽 管

ConnectionSentId 字段仍然可见，但是其值为 null。可以使

用新的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对象将记录转发到

连接 

Department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联系人所在的部门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对该联系人的文字说明，标志为 Contact Description。最大容

量为 32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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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Email 电子邮件 Create 

Filter 

idLookup 

Nillable 

Update 

该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EmailBouncedDate 日期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退回管理已激活，且发送到该联系人的电子邮件被退回，则该

字段的值为退回邮件的日期和时间 

EmailBouncedReas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退回管理已激活，且发送到该联系人的电子邮件被退回，则该

字段的值为退回邮件的原因 

Fax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联系人的传真号码。标志为 Business Phone 

Firs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联系人的名字。最大长度为 40 个字符 

HasOptedOutofEmail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联系人不愿意（true）或者愿意（false）从

salesforce.com 接收电子邮件。标志为 Email Opt Out 

Home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联系人的家庭电话号码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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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PersonAccount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联系人是（true）或者不是（false）个人帐户的唯

一子联系人。欲获取更多关于个人帐户的信息，请参阅“个人帐户

记录类型”和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LastActivityDate 日期 Filter 

Nillable 

其值为下面两个截止日期中最近的日期：与该记录关联的、最近

登录的事件的截止日期。 
 与该记录关联的、最近结束的任务的截止日期 

LastCURequest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 

llable 

“保持联系”请求被发送给该联系人的最近日期 

LastCUUpdate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 

llable 

该联系人的“保持联系”更新被处理的最近日期 

Las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联系人的姓氏。最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LeadSourc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销售线索源 

 MailingCity 

 MailingState 
 MailingCountry 

 MailingPostalCod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通讯地址的详细信息 

MailingStreet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通讯地址的街道地址 

MasterRecor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如果该对象是因为记录合并被删除，则该字段的值为被保留记录

的 ID；如果该对象是因为其他原因被删除，或者没有被删除，

则该字段的值为 null 

Mobile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联系人的移动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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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pdate  
Name 字符串 Filter 联系人的姓名。最大长度为 121 个字符 

 OtherCity 

 OtherCountry 
 OtherPostalCode 

 OtherStat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备用地址的详细信息 

Other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备用地址的电话 

OtherStreet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备用地址的街道地址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与该联系人关联的帐户的所有者 ID 

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标志为 Business Phone 

ReportsTo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 IsPersonAccount 为 true，则该字段不可见 

Salutation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于姓名之前的尊称缩写、单词或词组，如 Dr.或 M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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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Titl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联系人的职务，例如 CEO 或副总裁 

 
 

注意：如果您正在将 Contact 对象的数据导入到 Salesforce，并需要设置某个审计字段（比如 CreatedDate）的值，请

联系 salesforce.com。除非您请求自己设置这些字段的值，否则审计字段的值是在 API 操作过程中自动更新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系统字段”。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管理与组织中某个 Account 关联的个人。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API 创建、查询、删除和更新与某个联系人关联的

所有 Attachment。 

客户端应用程序还可以通过 convertLead()调用将销售线索转换为联系人来创建或更新联系人。更多信息，请参阅

convertLead()。 

ContactHistory 

联系人的字段值的更改历史记录。该对象仅适用于 11.0 及更高版本的 API。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ield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被更改的字段名称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ContactId 引用 Filter 
该 Contact 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标志为 Contact ID 

NewValue anyType Nillable 被更改的字段的新值 
OldValue anyType Nillable 该字段被更改之前的最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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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确定联系人的更改历史。 

该对象遵守其父对象的字段级安全性。 

ContactOwnerSharingRule 

与联系人的所有者以外的 User 共享联系人的规则。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Setting Sharing Rules。 

注意：请联系 salesforce.com 客户支持，以保证您的组织可以访问该对象。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tac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授予 Contact 的目标 Group、UserRole 或 User 的访问权

限，其可能值如下： 
 Read 
 Edit 

 

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源组的 ID。由源 Group 中的 User 所有的 Contact 触发该

规则，以授予其他用户访问该联系人的权限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被授予访问权限的 User 或 Group 的 ID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管理一个特定对象的共享规则。 

ContactShare 

表示 Contact 的访问级别列表以及对访问级别的解释。例如，如果您可以访问一个记录是因为您拥有该记录，则 Access Level 为

All，而 Reason for Access 为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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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ta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此共享项关联的 ContactID。该字段不能更新。欲获取更多

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Contac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User 或 Group 拥有的、对与此帐户的联系人关联的案例的访问

级别，其可能值如下： 
 Read 
 Edit 

 All（该值不适用于 create()和 update()调用） 
 
该字段的访问级别值必须要高于组织的联系人默认访问级别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RowCaus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共享此联系人的原因。只读字段，该字段有多个可能值，其中

包括： 
 帐户共享——User 或 Group 拥有对该联系人的访问权限，

是因为一个具有“All”访问权限的 User 手动共享了与该联

系人关联的 Account 

 帐户共享规则——User 或 Group 通过与该联系人关联的帐

户的 Account 共享规则拥有对该联系人的访问权限 

 帐户团队——User 通过自己的帐户团队成员身份拥有对该

Contact 的访问权限 

 联系人共享规则——User 或 Group 通过 Contact 共享规则

拥有对该联系人的访问权限 

 隐式孩子关系——User 或 Group 通过对相关 Account 的
共享访问拥有对该 Contact 的访问权限 

 手动共享——User 或 Group 拥有对该联系人的访问权限，

是因为一个具有“All”访问权限的 User 手动将该联系人与

这些 User 或 Group 共享 

 所有者——User 是该 Contact 的所有者，或者是在角色层次

中位于该 Contact 的所有者之上的角色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被授权访问该 Contact 的 User 或 Group 的 ID。该字段不能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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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可以利用该对象确定哪些用户和组有权查看和/或修改其由他用户所有的 Contact 记录。 

ContactTag 

与联系人相关的词或短语。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标记项的 I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的名称。如果该字段的值不存在，则 API 将创建一个新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并使其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则，

一个同名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这

种父子关系是自动建立的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其可能值有两个： 
 Public：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该标记。 
 Personal：只有与 OwnerId 匹配的用户才可以查看和操作

该标记 

 

用法 
ContactTag 对象存储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和被标记的 Contact 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是一种元数据，用户可以使用 Tag 对

象描述和组织他们的数据。 
在删除标记时，如果该标记的名称未被使用，则同时删除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否则，保留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

象。删除一个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把该对象以及与所有该对象相关的标记项移入回收站。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Contract 

表示与一个账户关联的合同（商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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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describeLayout()、describeSObjects()、upsert()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与该合同关联的账户 ID。 
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ActivatedBy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激活该合同的 UserID 

Activated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该合同被激活的日期和时间 

 BillingCity 
 BillingCountry 
 BillingPostalCode 
 BillingStat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帐单邮寄地址的详细信息 

BillingStreet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帐单邮寄地址的街道地址 

CompanySigned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组织签署该合同的日期 

CompanySigned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签署该合同的 UserID 

ContractNumber 字符串 Autonumber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合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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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tractTerm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合同的有效期限 

CustomerSigned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客户签署该合同的日期 

CustomerSigned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签署该合同的 ContactID 

CustomerSignedTitl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签署该合同的客户的职务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对该合同的说明 

EndDate 日期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计算出的结束日期。该字段的值是由 StartDate 加

上 ContractTerm 计算得出的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指示该对象已被删除（true）或者未被删除（false），标

志为 Deleted 

LastActivityDate 日期 Filter 

Nillable 

其值为下面两个截止日期中 近的日期： 
 与该记录关联的、 近登录的事件的截止日期 
 与该记录关联的、 近结束的任务的截止日期 

LastApproved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合同获得批准的 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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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OwnerExpirationNotic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距离合同结束日期的天数（15、30、45、60、90、20）。用

于在合同即将结束到期时提前通知合同所有者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拥有该合同的用户 ID 

Pricebook2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该字段不空，它表示与该合同关联的报价书 ID 

 ShippingCity 

 ShippingCountry 
 ShippingPostalCode 

 ShippingStat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送货地址的详细信息 

ShippingStreet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送货地址的街道地址 

SpecialTerms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适用于该合同的特别条款 

Start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合同的生效日期。标志为 Contract Star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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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订单状态值的选择列表。每个状态值都属于在StatusCode中
定义的两个状态类别之一。例如，状态选择列表可能包含： 准备

发货、已发货、已收到，这些值位于已激活的StatusCode中 

StatusCod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i kli t

订单的状态类别。一个订单可能处于下面三种状态之一：草稿、正

在审批和已激活。标志为 Status Category 

用法 

Contract对象表示一份商业协议。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API create()、update()、query()和retrieve()合同。 

Status 字段指定了合同的当前状态。状态字符串（在 ContractStatus 对象中定义）表示了合同的当前状态（如草稿、正在审批和已激

活）。 

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首先创建一个处于非激活状态的合同，然后通过执行 update()调用激活合同，并将 Status 字段的值设置为已激

活。需要指出的是，Status 字段是客户端应用程序在 update()调用中激活合同时唯一能够设置的字段。 

当一个合同被激活以后，客户端应用程序将不能修改合同的状态，但是在合同被激活以前，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通过 API 将合同的状态

值从草稿修改为正在审批。而且，当合同处于草稿或正在审批状态时，客户端应用程序还可以删除该合同；但是当合同处于已激活状态

时不能删除。 

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API create()、update()、delete()和 query()与一个合同关联的所有 Attachment。 

 

ContractContactRole 

表示一个给定的 Contact 担任的 Contract 角色。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ta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与该 Contract 关联的 Contact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

参阅“ID 字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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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tra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该 Contract 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

参阅“ID 字段类型”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删除（true）或者未被删除（false），标

志为 Deleted 

IsPrimary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 Contact 担任（true）或者未担任（false）该

Contract 的主要角色。注意，每个合同只能有一个主要联系人角

色。默认值为 false。标志为 Primary 

Ro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 Contract 的 Contact 担任的角色名称，例如决策者、审批

者、购货方等等。该字段的值必须唯一，不允许多个记录的

ContractId、ContactId 和 Role 这三个字段的值都相同。不同

的联系人可以担任同一个合同的相同角色，一个联系人也可以

担任同一个合同的不同角色 

 

用法 
可以使用 ContractContactRole 对象定义一个给定的 Contact 担任特定的 Opportunity 上下文中给定 Contract 的角色。 

ContractHistory 

合同字段值的更改历史记录。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tractId 引用 Filter 该 Contract 的 ID。标志为 Contract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

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Field 下拉

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被更改的字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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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删除（true）或者未被删除（false），标

志为 Deleted 

NewValue anyType 
Nillable 

被更改的字段的新值 

OldValue anyType 
Nillable 

该字段被更改之前的 新值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确定合同的更改历史。 

该对象遵守其父对象的字段级安全性。 

ContractStatus 

表示一份 Contract 的状态，例如草稿、正在审批、已激活、已终止或已过期。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fault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值是（true）或者不是（false）选择列表的默认

合同状态值 

MasterLabel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该合同状态值的主标志。该显示值是内部标志，未进行转换 

SortOrd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用于在合同状态选择列表中对该合同状态值排序的数字。不能

保证这些数字是连续的，因为有些以前的合同状态值可能已经被

删除
StatusCod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表示合同状态的代码。其值为以下三者之一： 
 Draft 
 InApproval 
 Activated 

其他两个值（Terminated 和 Expired）也被定义了，但是不能通

过 API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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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访对象表示合同状态选择列表中的一个值。合同状态选择列表提供了关于 Contract 状态的附加信息，例如合同的当前状态（草稿、正

在审批或已激活）。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执行 Contract 对象的 query()调用以提取合同状态选择列表中的值集，并在处理该对象的同

时使用这些信息以确定关于一份给定合同的更多信息。例如，根据合同的 Status 值和相关 ContractStatus 对象中 StatusCode 属性的

值，应用程序可以测试一个给定的合同是否已被激活。 

不能通过 API 更新该对象。在具有足够权限的情况下，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执行该对象的 query()和 describeSObjects()
调用。 

ContractTag 

与合同相关的词或短语。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标记项的 I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的名称。如果该字段的值不存在，则 API 将创建一个新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并使其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则，

一个同名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这

种父子关系是自动建立的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其可能值有两个： 
 Public：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该标记 
 Personal：只有与 OwnerId 匹配的用户才可以查看和操作

该标记 

 

用法 
ContractTag 对象存储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和被标记的 Contract 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是一种元数据，用户可以使用

Tag 对象描述和组织他们的数据。 
在删除标记时，如果该标记的名称未被使用，则同时删除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否则，保留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

象。删除一个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把该对象以及与所有该对象相关的标记项移入回收站。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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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cyType 

表示已启用多币种功能的组织使用的货币。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query()、search()、retrieve()、getUpdated()、

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该对象不适用于单币种组织。 

 修改该对象需要“Customize Application”权限。 

 客户端应用程序不能删除该对象。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versionRate 双精度值 Filter 

必需字段。该币种与公司货币的换算比率 

DecimalPlaces 整型值 Filter 
必需字段。指定该币种的小数点后的数字位数，例如 JPY（日

元）是 0 位，USD（美元）是 2 位 

IsActiv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币种是活动的（true）或者非活动的（false）。非

活动的币种将不出现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的选择列表中。标

志为 Active 

IsCorporat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币种是（true）或者不是（false）公司货币。标志

为 Corporate Currency。所有其他货币的换算比率都根据本公

司货币进行计算。如果一种货币已经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

被定义为公司货币，则该货币不能撤销。当一种非公司货币被设

置公司货币时，系统将根据新的公司货币重新配置所有其他货币

的换算比率 

IsoCod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必需字段。该货币的 ISO 代码。必须是有效的、符合 ISO 4217
定义的三字符货币 ISO 代码，例如 USD、GBP 或 JPY。该 ISO
代码在您的组织中必须唯一。标志为 Currency ISO Code 

 

用法 
仅适用于多币种组织，可以使用 CurrencyType 对象定义组织使用的货币。 



 

 195

DatedConversionRate 

表示已启用多币种和有效的定期货币功能的组织使用的定期汇率。 

支持的调用 

delete()、update()、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versionRate 双精度值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该币种与公司货币的换算比率 

IsoCod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必需字段。该货币的 ISO 代码。必须是有效的、符合 ISO 4217
定义的三字符货币 ISO 代码，例如 USD、GBP 或 JPY。该 ISO
代码在您的组织中必须唯一。标志为 Currency ISO Code 

NextStartDate 日期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下一个有效的定期汇率的开始日期。自该汇率结束日

期的第二天起生效 

StartDate 日期 Filter 该有效的定期汇率的开始日期 
 

用法 
仅适用于已启用高级货币管理功能的多币种组织，可以使用 DatedConversionRate 对象定义组织在一个日期范围内使用的汇率。该对

象不适用于单币种组织，也不适用于未启用高级货币管理功能的组织。 

Division 

组织的数据的逻辑分段。例如，如果您的公司被划分为不同的业务单位，则您可以为每个业务单位创建一个部门，例如“北美”、

“卫生保健”或“咨询”。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query()、retrieve()、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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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访问规则 

 组织必须启用部门功能以访问该对象。关于确定一个组织是否已经启用部门功能的说明，参阅本主题中的“用法”一节。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部门是活动的（true）或者非活动的

（false）。标志为 Active 

IsGlobalDivision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部门是（true）或者不是（false）组织的全球默认

部门。标志为 Global Division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部门的说明性名称。 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SortOrder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创建或修改用户时部门名称在部门选

择列表字段中出现的顺序 

 

用法 
要确定一个组织是否已经启用了部门功能，请检查 User 或 Group 对象中 DefaultDivision 字段——如果该字段出现，则说明部门功能已经

启用，所有相关对象都可以使用该字段（是这些对象中名为 Division 的字段而不是 User 和 Group 的 Division 字段）。 
 

可用于该字段的值是组织的全球部门 ID，全球部门 ID 和所有其他部门的 ID 都是在首次启用部门功能时创建的。与用户关联的部门 ID
位于由该用户所有或创建的对象中。 
如果您的组织的数据集非常庞大，使用部门 ID 能够更快地进行搜索、制作报表以及生成列表视图，并得到相关程度更高的结果。更

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该对象的字段描述。 

可以在 SOSL 使用 WITH 子句，以便按照部门对结果进行预过滤。这比在 WHERE 子句中指定部门效率更高。更多信息，请参阅

WITH DivisionFilter。 

欲获取更多关于如何使用部门的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Overview of Divisions。 

注意：User 对象中有一个 Division 字段，该字段与 Division 对象无关。Division 字段是一个与 Company 或 Department 类似

的标准文本字段，没有特殊的属性。不要将 Division 字段与 DefaultDivision 字段相混淆，DefaultDivision 字段与 Division 对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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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Localization 

当您的组织启用了转换工作台时，DivisionLocalization 对象可以提供对部门标志的转换。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组织必须使用下列 Salesforce 版本之一：专业版、企业版、开发人员版和无限用户版，而且启用了转换工作台。 

 要查看该对象，必须拥有 View Setup and Configuration 权限。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Languag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转换后的标志语言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命名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Developer 
Edition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最大长度为15个字

符。可以使用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这种表示法引用

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Developer Edition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织的

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是某个对

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该对象具有这

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

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Developer Edition组织的

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为支

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称空

间前缀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要转换标志关联的部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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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Valu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转换后的部门标志的实际值。标志为 Translation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将部门标志转换为 Salesforce 支持的不同语言。 

Document 
表示用户上传的一个文件。与 Attachment 对象不同，Document 对象不附加到一个父对象。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search()、retrieve()、

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如果要创建或更新某个文件夹中的一个文档，您必须拥有 Modify 文档的权限以及访问该文件夹的适当权限。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utho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创建该文档的 User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

“ID 字段类型” 

Body base64 Create 

Nillable 

Update 

必需字段。已编码的数据文件。如果指定该字段，则不能再指定

URL 引用 

BodyLength 整型值 Filter 文件大小（以字节单位） 

ContentTyp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文档的内容类型。标志为 Mime Type。最大长度为 120 个字

符。 
如果组织启用了“禁止 HTML 文档和附件”的安全设置，则您不

能上传具有下列扩展名的文件：htm、html、htt、htx、mhtm、

mhtml、shtm、shtml、a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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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该文档的文字说明，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Developer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对象在 API 中的唯一名称。该名称只能包含下划线和字母数

字字符，而且在组织中必须是唯一的。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

不能包含空格，不能以下划线结束，而且不能包含两个连续下

划线。在托管包中，该字段可以避免软件包安装的命名冲突。

利用该字段，开发人员可以在托管包中修改该对象的名称，而

且这种修改可以反映到订户的组织中。标志为 Document 
Unique Name 

Fold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包含该文档的文件夹 ID。参阅 Folder 

IsBodySearchabl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的内容是否可以使用 SOSL FIND 调用进行搜索。

ALL FIELDS 搜索组包含可搜索字段的内容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删除（true）或者未被删除（false），标

志为 Deleted 

IsInternalUseOnly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对象是（true）或者不是（false）只可内部使用。

标志为 Internal Use Only 

IsPublic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对象是（true）否（false）可供外部使用。标

志为 Externally Available 

Keywords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关键字。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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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illable 

Update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文档的名称。标志为 Document Name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最大长度为 15
个字符。可以使用 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 这种

表示法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

织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是

某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该对

象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已安装

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为

支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称

空间前缀。 

Type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文档的文件类型。通常情况下，该字段的值与文档类型的文件扩

展名匹配（比如 pdf 或 jpg）。标志为 File Extension 

URL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该文件的 URL 引用（而不是将文件存储在数据库

中）。如果指定该字段，则不能再指定 Body 字段和

BodyLength 字段 

 

用法 
在create()或update()一个文档时，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指定Body字段或URL字段的值，但不能同时指定这两个字段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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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数据 

API 可以发送和接收以 base64 数据类型编码的二进制文件数据。在执行 create()调用之前，客户端必须将二进制文件数据编码为

base64 类型。当接收到 API 响应时，客户端必须将 base64 编码的数据解码为二进制数据（这种转换通常由 SOAP 客户端为您处

理）。 

最大文档大小 

create()和 update()调用对文档大小有限制，最大为 5 MB。 

DocumentAttachmentMap 

定义 EmailTemplate 与其附件之间的映射关系，电子邮件模板以文档的形式存储。 

支持的调用 

create()、query()、retrieve()、update()、

upsert()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ocum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对象跟踪的文档 ID 

DocumentSequence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示附件被添加到由 EmailTemplate 定义的电子邮件中的顺

序，而 EmailTemplate 是由 ParentId 字段指定的。标志为

Attachment Sequence。第一个附件的顺序值为 0，以后的每

个附件的顺序值依次递增 1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EmailTemplate 的父对象的 ID。由 DocumentId 指定的附件被

添加到由该字段指定的 EmailTemplate 中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定义 EmailTemplate 与其附件之间的映射关系，并指定这些附件的添加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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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Tag 

与文档相关的词或短语。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标记项的 I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的名称。如果该字段的值不存在，则 API 将创建一个新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并使其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则，

一个同名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这

种父子关系是自动建立的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其可能值有两个： 
 Public：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该标记 
 Personal：只有与 OwnerId 匹配的用户才可以查看和操作

该标记 

 

用法 
DocumentTag 对象存储的是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和被标记的文档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是一种元数据，用户可以使用

Tag 对象描述和组织他们的数据。 
在删除标记时，如果该标记的名称未被使用，则同时删除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否则，保留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

象。删除一个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把该对象以及与所有该对象相关的标记项移入回收站。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EmailMessage 

电子邮件消息。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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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tivit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与邮件关联的活动 ID。通常表示一个打开的任务，该任务是在

收到一封新的未读邮件时为案例所有者创建的。欲获取更多关

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BccAddress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电子邮件的密件抄送收件人地址 

CcAddress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电子邮件的抄送收件人地址 

FromAddress email Create 

Filter 

Nillable 

电子邮件的发件人地址 

From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发件人姓名 

HasAttachment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邮件有（true）或者没有（false）附件 

Headers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接收的电子邮件的 Internet 邮件头。仅用于调试和跟踪目的，不

用于外发邮件 

HtmlBody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以 HTML 格式编写的邮件正文 

Incoming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邮件是已接收的（true）或者要发送的（false）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删除（true）或者未被删除（false），标

志为 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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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MessageDate 日期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邮件的创建日期 

ParentId ID Create 

Filter 

该邮件与之关联的 Case ID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只读字段，表示邮件的状态。例如“新建”、“未读”、

“已回复”、“已发送” 

Subject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邮件的主题行 

TextBody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以纯文本格式编写的邮件正文 

ToAddress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电子邮件的收件人地址 

 

用法 
该对象支持邮件转案例（Email-to-Case）功能，利用此功能可以将邮件发送到您所在组织的某个邮件地址，以自动在Salesforce中创建一

个新的案例。更多信息，请参阅Salesforce在线帮助中的What are Email Services?。 

EmailServicesAddress 

电子邮件服务地址。 

每个电子邮件服务都有一个或多个邮件地址，用户可以向这些邮件地址发送要处理的邮件。一个电子邮件服务只能处理从其电子邮件

服务地址中接收的邮件。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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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uthorizedSenders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配置电子邮件服务地址，以便只接受来自该字段中列出的邮件地

址和/或域的邮件。如果电子邮件服务地址收到一封来自该字段

中列出的邮件地址或域以外的邮件，则电子邮件服务将执行其相

关电子邮件服务的 AuthorizationFailureAction 字段指定的操

作。如果您希望电子邮件服务地址接收来自任何邮件地址的邮

件，请将该字段置空 

EmailDomain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您可以查询该字段包含的、由 Salesforce 生成的该

电子邮件服务地址的域部分。Salesforce 为每个电子邮件服务地

址生成一个唯一的域部分，确保任何两个电子邮件服务地址都不

相同 

FunctionId 引用 Create 
电子邮件服务的 ID,电子邮件服务地址使用该服务接收邮件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对象是活动的（true）或者非活动的（false） 

LocalPart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电子邮件服务地址的本地部分。 

Salesforce 电子邮件地址的本地部分可以包含所有字母数字字

符，以及下列特殊字符：!、#、$、%、&、'、*、/、=、?、^、
_、+、-、`、{、|、}、~。点字符（.）也可以使用，但是不能作

为第一个字符和最后一个字符。Salesforce 的电子邮件地址区分

大小写
RunAsUserId 引用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在处理发送到该邮件地址的邮件时具有电子邮件服务权限的用户

 

用法 
访对象支持电子邮件服务功能，可以利用此功能创建自动处理过程，使用 Apex 类处理接收邮件的内容、邮件头和附件。例如，可以创

建一个电子邮件服务，根据邮件中的联系人信息自动创建联系人记录。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What are Email 
Services。 

EmailServicesFunction 

电子邮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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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ddressInactiveAc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明在收到来自非活动的邮件地址的邮件时，电子邮件服务如何

处理邮件。 
其值为以下四者之一： 

 0——使用系统默认值 
 1——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返回给发件人，并附带一条通知，

解释邮件被拒收的原因 
 2——电子邮件服务直接删除邮件而不通知发件人 
 3——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排队，以在 24 小时内进行处理。

如果在 24 小时内该邮件未得到处理，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

返回给发件人，并附带一条通知，解释邮件被拒收的原因 

ApexClassId ID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电子邮件服务用以处理接收的邮件的 Apex 类的 ID 

AttachmentO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明电子邮件服务接受的附件类型。其值为以下四者之一： 
 0——电子邮件服务接受邮件但丢弃任何附件 

 1——电子邮件服务只接受下列类型的附件 

- 带有多用途 Internet 邮件扩展（MIME）类型文本的附件 

- 带有 MIME 类型的应用程序或八位字节流（octet-stream）

且文件扩展名为.vcf 或.vcs 的附件。这些文件分别被保存为

文本/x-vcard 和文本/日历 MIME 类型 
 2——电子邮件服务只接受二进制附件，例如图像、音频、应

用程序和视频文件 

 3——电子邮件服务接受任何类型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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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uthenticationFailureAc
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明在身份验证失败或者由于IsAuthenticationRequired字段的值为

true而不支持任何身份验证协议时，电子邮件服务如何处理邮件。 
其值为以下四者之一： 

 0——使用系统默认值 
 1——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返回给发件人，并附带一条通知，

解释邮件被拒收的原因 
 2——电子邮件服务直接删除邮件而不通知发件人 
 3——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排队，以在 24 小时内进行处理。

如果在 24 小时内该邮件未得到处理，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

返回给发件人，并附带一条通知，解释邮件被拒收的原因 

AuthorizationFailureAct
ion 

ID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明在收到来自既不在电子邮件服务也不在电子邮件服务地址的

AuthorizedSenders字段中的发件人的邮件时，电子邮件服务如何处

理邮件。 
其值为以下四者之一： 

 0——使用系统默认值 
 1——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返回给发件人，并附带一条通知，

解释邮件被拒收的原因 
 2——电子邮件服务直接删除邮件而不通知发件人 
 3——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排队，以在 24 小时内进行处理。

如果在 24 小时内该邮件未得到处理，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

返回给发件人，并附带一条通知，解释邮件被拒收的原因 

AuthorizedSenders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配置电子邮件服务，以便只接受来自该字段中列出的邮件地址和/

或域的邮件。如果电子邮件服务地址收到一封来自该字段中列出

的邮件地址或域以外的邮件，则电子邮件服务将执行

AuthorizationFailureAction 字段指定的操作。如果您希望电子邮

件服务接收来自任何邮件地址的邮件，请将该字段置空 

FunctionInactiveAc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表明在电子邮件服务本身处于非活动状态时，电子邮件服务如何

处理收到的邮件。 
其值为以下四者之一： 

 0——使用系统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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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pdate  1——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返回给发件人，并附带一条

通知，解释邮件被拒收的原因 
 2——电子邮件服务直接删除邮件而不通知发件人 
 3——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排队，以在 24 小时内进行处

理。如果在 24小时内该邮件未得到处理，电子邮件服

务将邮件返回给发件人，并附带一条通知，解释邮件

被拒收的原因 
Function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电子邮件服务的名称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对象是活动的（true）或者非活动的（false） 

IsAuthenticationRequired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配置电子邮件服务，以便在处理邮件之前验证发送服务器的

合法性。电子邮件服务使用 SPF、SenderId 和 DomainKeys
协议验证发送服务器的合法性。如果发送服务器至少使用这

些协议中的一种协议并且通过验证，则电子邮件服务接受该

邮件。如果发送服务器在使用某种协议时未通过验证或者不

支持这些协议中的任何一种协议，则电子邮件服务将执行

AuthenticationFailureAction 字段指定的操作 

IsTlsRequired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配置电子邮件服务以使用传输层安全性（TLS）协议，TLS
协议是一种可以提高电子邮件通信安全性、确保接收邮件的

安全和验证的协议 

OverLimitAc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 list 

Update 

表明在所有电子邮件服务处理的邮件总数达到您所在组织的

每日限制时，电子邮件服务如何处理邮件。 
其值为以下四者之一： 

 0——使用系统默认值。 
 1——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返回给发件人，并附带一条通

知，解释邮件被拒收的原因。 
 2——电子邮件服务直接删除邮件而不通知发件人。 
 3——电子邮件服务将邮件排队，以在 24 小时内进行处

理。如果在 24 小时内该邮件未得到处理，电子邮件服

务将邮件返回给发件人，并附带一条通知，解释邮件被

拒收的原因。 
Salesforce 的每日限制是按用户许可证数乘以 1,000 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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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该对象支持电子邮件服务功能，可以利用此功能创建自动处理过程，使用 Apex 类处理接收邮件的内容、邮件头和附件。例如，可以创建一个电

子邮件服务，根据邮件中的联系人信息自动创建联系人记录。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EmailStatus 

表示发送的电子邮件的状态。 

支持的调用 

describeGlobal()、describeSObject()、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EmailTemplateNam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EmailTemplate的名称 

FirstOpen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收件人首次打开邮件的日期。标志为 Date Opened 

TaskId 引用 Filter 
与电子邮件关联的活动（任务或事件）。标志为 Activity ID 

TimesOpened 整型值 Filter 收件人打开该邮件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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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Template 

表示群发邮件模板或当一个记录的相关活动历史记录列表被修改时发送的邮件的模板。 

注意：不能使用 Visualforce 电子邮件模板群发邮件。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updat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piVersion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类的 API 版本。每个类在创建时都有一个指定的 API 版本 

Body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电子邮件的内容 

BrandTemplat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必需字段。与该电子邮件模板关联的BrandTemplate的ID。该

品牌模板提供了电子邮件模板的信头信息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电子邮件模板的说明，例如“促销群发邮件” 

DeveloperName 字符串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该对象在 API 中的唯一名称。该名称只能包含下划线和字母

数字字符，而且在您的组织中必须是唯一的。名称必须以字母

开头，不能包含空格，不能以下划线结束，而且不能包含两个

连续下划线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Who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该收件人关联的联系人或销售线索的 ID。标志为 Contact/Lead 
ID 



 

 211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在托管包中，该字段可以避免软件包安装的命名冲突。利用该

字段，开发人员可以在托管包中修改该对象的名称，而且这种

修改可以反映到订户的组织中。标志为 Template Unique 
Name 

Encoding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该模板的字符集编码 

Fold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包含该模板的文件夹 ID 

HtmlValue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该字段包含电子邮件的内容，其中包括呈现该电子邮件的 HTML
编码。 大容量为 384 KB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模板是活动的（true）或者非活动的（false） 

LastUsed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后一次使用该电子邮件模板的日期和时间 

Markup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Visualforce 标记、HTM、Javascript 以及其他所有启用 Web 的

代码，这些代码定义了该模板的内容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模板的名称。标志为 Email Template Name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

大 长 度 为 15 个 字 符 。 可 以 使 用

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 这种表示法引用托管

包中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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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

织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

是某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

该对象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

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为

支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

称空间前缀。 
如果登录的用户没有 Customize Application 权限，则不能访问

该字段 

Own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该模板的所有者 ID 

Subject 字符串 Create 

Nillable 

Update 

主题行的内容 

TemplateSty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模板的样式，比如正式信函或自由格式 

Template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模板的类型，可以是 HTML 格式、文本格式、自定义模板或由

Visualforce 生成的模板 

TimesUsed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该模板被使用的次数 

 

用法 
要提取该对象，可以执行该对象的一个描述性调用，该调用将返回自该对象创建以来每个活动的查询结果。不能使用 query()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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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History 

表示对象的被修改的字段值的历史信息。该对象仅适用于具有 View All Data 权限的用户。 
该对象自 API 8.0 版开始不可用，被特定对象的历史记录对象所取代：CaseHistory、ContractHistory、LeadHistory、
OpportunityFieldHistory、OpportunityHistory、ProcessInstanceHistory、QuantityForecastHistory、RevenueForecastHistory 和

SolutionHistory。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Updated()、getDeleted()、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ieldNam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标准或自定义字段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

“ID 字段类型”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删除（true）或者未被删除（false），标

志为 Deleted 

NewValue anyType Nillable 被修改的字段的新值 
OldValue test Nillable 被修改的字段的旧值 
ParentId 引用 Filter 包含该字段的对象的 ID 
ParentSobject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包含该字段的对象的类型 

 

用法 
在 7.0 及更高版本的 API 中，该对象可以和 Case、Contract、Solution 对象一起使用： 

 该对象在在线应用程序中始终为只读。 

 当一个对象被修改时，该对象同时记录被修改字段的旧值和新值。 

这种处理方式对某些字段也有例外，比如长文本字段和多选选择列表。EntityHistory 对象中的这些字段只是表示它们被修改过，但

是被修改字段的旧值和新值都不记录。 
 当外键字段被修改时，该对象将增加两行内容。一行包含在在线应用程序中显示的外键对象名称。例如，“Jane Doe”表示联

系人的名称。另一行包含实际的外键 ID，该 ID 只返回给 API，并只对 API 可见。 
 对于一个给定的对象，最多可以跟踪 20 个（标准或自定义）字段。 
 在在线应用程序中，可以在任何时候指定跟踪哪些字段或不跟踪哪些字段。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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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开始跟踪某个字段，该字段值的所有修改都会被记录到数据库中。 
 结束对一个字段的跟踪将停止记录进一步的修改，但不删除此前记录的历史数据。 

 注意，删除一个自定义字段也将永久删除该字段的历史记录数据。 

Event 

表示日历约会事件。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queryAll()、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upsert()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Accou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相关帐户 Account 的 ID 

Activity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Event对象的IsAllDayEvent标志被设置为true（表示该

事件是一个全天事件），则该字段表示事件的截止日期。该字

段是一个带有时间戳的日期字段，其总是被设置为协调世界时

（UTC）时区的午夜。 该时间戳是不相关的，请不要为了适应

时差而改变它。 标志为Due Date Only。 
如果IsAllDayEvent标志被设置为true，在12.0及更低版本的

API中该字段是必填的。 
该字段的值与 StartDateTime 字段的值必须匹配，或者这两个

字段必须有一个为空 

ActivityDateTime 日期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Event对象的IsAllDayEvent标志被设置为false（表示该事

件不是一个全天事件），则该字段表示事件的截止日期。该字段

是一个标准的日期/时间字段，含有相关的时间部分。该时间部

分始终以协调世界时（UTC）时区形式传送。需要根据情况将该

时间部分转换为本地时区或者从本地时区转换为协调世界时时

区，以供用户或应用程序使用。标志为Due Date Time。 
如果IsAllDayEvent标志被设置为false，在12.0及更低版本的

API中该字段是必需的。 

该字段的值与 StartDateTime 字段的值必须匹配，或者这两个字

段必须有一个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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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对该事件的文字说明。最大长度为 32 000 个字符 

DurationInMinutes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事件的持续时间（以分钟为单位）。注意，虽然该字段表示的是

一个时间值，但它是整数类型，而不是日期时间类型。 
如果IsAllDayEvent为false，在12.0及更低版本的API中该字

段是必需的。 
在13.0及更高版本的API中，该字段是可选的，具体情况根据以

下条件而定： 
  如果IsAllDayEvent为true，可以设置DurationInMinutes

或EndDateTime字段的值。如果这两个字段指的是相同的

时间跨度，则也可以同时设置这两个字段的值。如果这两

个字段的值都为空，则持续时间默认为1天 
  如果IsAllDayEvent为false，则必须设置

DurationInMinutes或EndDateTime字段的值。如果这两个

字段指的是相同的时间跨度，则也可以同时设置这两个字

段的值 
  如果在 Salesforce 中启用了多天事件功能，则 13.0 及更高

版本的 API 支持 DurationInMinutes 字段的值大于 1440。
12.0 及更低版本的 API 无法访问 DurationInMinutes 字段的

值大于 1,440 的 event 对象。更多信息，请参阅“多天事

件” 
EndDateTime  日期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仅适用于13.0及更高版本的API。该字段是可选的，具体情况根

据以下条件而定： 
• 如果IsAllDayEvent为true，可以设置DurationInMinutes或
EndDateTime字段的值。如果这两个字段指的是相同的时间跨

度，则也可以同时设置这两个字段的值。如果这两个字段的值都

为空，则持续时间默认为1天 
• 如果 IsAllDayEvent 为 false，则必须设置

DurationInMinutes 或 EndDateTime 字段的值。如果这两个字段

指的是相同的时间跨度，则也可以同时设置这两个字段的值 
IsAllDayEvent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指示使用 ActivityDate 字段（true）或者 ActivityDateTime 字

段（false）定义事件的日期和/或时间。标志为 All Day 
Event。参阅 DurationInMinutes 和 EndDateTime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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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IsChil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事件是（true）或者不是（false）另一个事件的子

事件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删除（true）或者未被删除（false），标

志为 Deleted 

IsGroupEvent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事件是（true）否（false）是涉及多个参与者的

组事件 

IsPrivat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事件的创建者以外的用户在查看事件的用户日历时是

（true）否（false）可以查看事件详细信息。然而，拥有

“View All Data”或“Modify All Data”权限的用户在报表和搜

索结果中以及在查看其他用户的日历时可以查看私有事件。私有

事件不能与机会、帐户、案例、营销活动、合同、潜在客户或联

系人关联。标志为 Private 

IsRecurrenc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事件是计划重复执行（true）或者只执行一次

（false）。该字段对更新操作是只读的，而对创建操作不是

只 读 的 。 如 果 该 字 段 的 值 为 true ， 则

RecurrenceEndDateOnly 、 RecurrenceStartDateTime 、

RecurrenceType 以及与给定重复执行类型关联的任何重复执行

字段都必须填入相应的值。 
参阅“重复执行事件”。标志为 Create recurring series of 
events 

IsReminderSet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事件是（true）或者不是（false）提醒 

IsVisibleInSelfServic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可以（true）或者不可以（false）在客户门户中查看

与一个对象关联的事件 

Loca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事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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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拥有该事件的用户 ID。标志为 Assigned to ID 

RecurrenceActivity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创建事件时不需要。重复执行事件的主记录 ID。以后

的重复执行事件的该字段具有相同的值 

RecurrenceDayOfMonth 整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事件重复执行的日期 

RecurrenceDayOfWeekMask 整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事件在星期几重复执行。该字段包含一个位掩码。一周中每一天

的值如下： 
 星期日：1 
 星期一：2 
 星期二：4 

 星期三：8 

 星期四：16 
 星期五：32 

 星期六：64 

多天事件以其掩码值的和表示。例如，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掩码值

为：4 + 16 = 20 
RecurrenceEndDateOnly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事件重复执行的最近日期。对于多天重复执行事件，该字段的值

为最近一次重复执行的开始日期 

RecurrenceInstanc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重复执行事件的频率。例如，“第 2”或“第 3” 

RecurrenceInterval 整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两次重复执行事件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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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Update  
RecurrenceMonthOfYear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事件重复执行的月份 

RecurrenceStartDateTime 日期时间

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重复执行事件的开始日期和时间。必须是一个

RecurrenceEndDateOnly 之前的日期和时间 

RecurrenceTimeZoneSid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与重复执行事件关联的时区。例如，“UTC-8:00”表示太

平洋标准时间 

Recurrence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明事件多长时间重复执行一次。例如，每天、每周、或者每

第 N 个月（这里的 N 在 RecurrenceInstance 字段中定义） 

ReminderDateTime 日期时间

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 IsReminderSet 被设置为 true，则表示计划激发该提醒

的时间。如果 IsReminderSet 被设置为 false,则可能是用户

已经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取消选择提醒复选框，或者是该

提醒在该字段值指定的时间已被激发 

ShowA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明当另一个用户查看该日历时事件的显示方式：Busy、Out 
of Office、Free Time。标志为 Show Tim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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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StartDateTime 日期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仅适用于 13.0 及更高版本的 API。该事件的开始日期和时间。 
如果 Event 对象的 IsAllDayEvent 标志被设置为 true（表示该事件是

一个全天事件），则该字段表示事件的开始日期信息。该字段是一个带

有时间戳的日期字段，其总是被设置为协调世界时（UTC）时区的午

夜。该时间戳是不相关的，请不要为了适应时差而改变它。 

如果 Event 对象的 IsAllDayEvent 标志被设置为 false（表示该事件

不是一个全天事件），则该字段表示事件的开始日期信息。该时间部分

始终以协调世界时（UTC）时区形式传送。需要根据情况将该时间部分

转换为本地时区或者从本地时区转换为协调世界时时区，以供用户或应

用程序使用。 
如果该字段不空，则 ActivityDate 和 ActivityDateTime 这两个字段必

须有一个为空，或者与该字段的值匹配 

Subject 组合框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事件的主题行，例如电话、电子邮件或会议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事件的类型，例如电话、电子邮件或会议 

Wha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相关对象（Account、Opportunity、Campaign、Case 或自定义对

象）的 ID。标志为 Opportunity/Account ID 

Who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相关 Contact 或 Lead 的 ID。如果 WhoId 指的是一个销售线索，则

WhatId 字段的值必须为空。标志为 Contact/Lead ID 

 

用法 
可以使用 Events 对象管理日历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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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和过滤事件 

如 果 Salesforce 认 为 事 件 查 询 涉 及 的 数 据 量 太 大 ， 则 在 查 询 超 时 之 前 就 会 拒 绝 此 次 事 件 查 询 。 此 时 将 返 回

“OPERATION_TOO_LARGE”。如果收到“OPERATION_TOO_LARGE”这样的错误消息，请重构查询以减少查询或扫描的数

据量。 

在查询包含特定截止日期的事件时，必须同时对 ActivityDateTime 和 ActivityDate 这两个字段进行过滤。例如，要查找截止日期为

2003 年 2 月 14 日的全部事件，需要使用两个过滤器： 
? 第一个过滤器的 Act ivityDate 字段的值应该等于协调世界时（UTC）时区的 2003 年 2 月 14 日。 

? 第二个过滤器的 ActivityDateTime 字段的值应该大于等于用户本地时区的 2003 年 2 月 14 日零点并且小于等于用户本地时区的 2003
年 2 月 15 日零点。 

另外，在 13.0 及更高版本的 API 中，还可以通过过滤 StartDateTime 字段查找包含特定截止日期的事件。例如，要查找截止日期为

2003 年 2 月 14 日的全部事件，过滤器的 StartDateTime 字段值应该大于等于用户本地时区的 2003 年 2 月 14 日零点并且小于等于用

户本地时区的 2003 年 2 月 15 日零点。 

多天事件 

 多天事件仅适用于 13.0 及更高版本的 API。另外，在早期版本中，SOQL 查询不能返回多天事件。 
 可以通过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依次打开 Setup ➤ Customize ➤ Activities ➤ Activity Settings 来启用多天事件。 

 如果在 Salesforce 中启用了多天事件功能，则 13.0 及更高版本的 API 支持 DurationInMinutes 字段的值大于 1440。12.0 及更低版

本的 API 无法访问 DurationInMinutes 字段的值大于 1440 的 event 对象。 

 多天事件不能超过 14 天。 

重复执行事件 

 重复执行事件仅适用于 7.0 及更高版本的 API。 

 在事件创建以后，不能将其从重复执行事件修改为非重复执行事件；反之亦然。 

 当通过 API 删除一个重复执行事件系列时，该事件系列中所有过去和将来的事件都将被删除。然而，当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删

除一个重复执行事件系列时，只有事件系列中将来的事件被删除。 
 在创建一个重复执行事件系列时，事件的持续时间必须小于等于 24 小时（或者是 DurationInMinutes 字段的值小于等于 24 小时，

或者是 RecurrenceStartDateTime 和 EndDateTime 这两个字段值的差小于等于 24 小时）。如果已启用多天事件功能，则在重

复执行事件系列创建以后可以将个别重复执行事件的持续时间扩展为超过 24 小时，请参阅“多天事件”。 
 如果 IsRecurrence 字段的值为 true，则 RecurrenceStartDateTime、RecurrenceEndDateOnly、RecurrenceType 以及与给

定的重复执行类型关联的任何属性都必须填入相应的值（参见下表）。 

下表给出了 RecurrenceType 字段的用法。每种重复执行类型必须为其所有属性设置相应的值。所有未使用的属性必须被设置为

null。 
 
重复执行类型 属性 示例模式 
RecursDaily RecurrenceInterval 每月的第二天 
RecursEveryWeekday RecurrenceDayOfWeekMask 

每周的工作日，不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 

RecursMonthly RecurrenceDayOfMonth RecurrenceInterval 
每年的第二个月，从该月的第三天开始 

RecursMonthlyNth RecurrenceInterval RecurrenceInstance 
RecurrenceDayOfWeekMask 

每年的第二个月，从该月的 后一个星期

五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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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执行类型 属性 示例模式 
RecursWeekly RecurrenceInterval RecurrenceDayOfWeekMask 每三周，从星期三和星期五开始 

RecursYearly RecurrenceDayOfMonth 
RecurrenceMonthOfYear 

从每年的 3 月 26 日开始 

RecursYearlyNth RecurrenceDayOfWeekMask 
RecurrenceInstanceRecurrenceMonthOfYear 

从每年 10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开始

 

更多关于使用已归档事件的信息，请参阅“归档的活动”。 

EventAttendee 

表示受邀请参加一个 Event 或与该事件关联的预定资源（比如会议室）的个人（User、Contact 或 Lead）。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Updated()、getDeleted()、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AttendeeId 引用 Filter 

受邀请参加 Event 或与该 Event 关联的预定资源的个人

（User、Contact 或 Lead）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

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事件的所有者不能作为参与者。 
该限制可以避免一些错误（比如事件两次显示在所有者的日历

上） 

EventId 引用 Filter 该 Event 的 ID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删除（true）或者未被删除（false），标

志为 Deleted 

RespondedDate 日期时间型 Filter 

Nillable 

参与者（受邀请者）响应事件请求的日期和时间 

Respons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可选的文本字段，由参与者在响应事件请求时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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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Status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参与者的状态。其值为以下 5种情况之一： 
 New（新建）——受邀请者已收到邀请但尚未作出响应 
 Declined（拒绝）——受邀请者已经拒绝参与该事件 
 Accepted（接受）——受邀请者已经接受参与事件的邀请

 Deleted（删除）——邀请已经被删除 
 Maybe（暂定）——保留以供将来使用。这不是一个有效

值 

用法 
该对象提供了关于哪些人受到邀请参与一个特定的事件以及他们对该邀请的响应的信息。例如，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query()一个给定事

件的EventAttendee对象，迭代处理查询结果，检查该对象的状态，并向每个已接受邀请的人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要确定特定个人在给定时间周期内（比如下周）参与的所有事件，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查询给定日期范围内的 Event 对象，迭代查询结果，

然后查询每个事件的 EventAttendee 对象并确定特定个人（AttendeeId）是否已接受该事件的邀请。 

EventTag 

与事件相关的词或短语。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标记项的 I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的名称。如果该字段的值不存在，则 API 将创建一个新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并使其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则，

一个同名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这

种父子关系是自动建立的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 其可能值有两个： 
 Public：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该标记 
 Personal：只有与 OwnerId 匹配的用户才可以查看和操作

该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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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EventTag 对象存储的是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和被标记的 Event 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是一种元数据，用户可以使用 Tag
对象描述和组织他们的数据。 
删除标记时，如果该标记的名称未被使用，则同时删除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否则，保留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

象。删除一个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把该对象以及与所有该对象相关的标记项移入回收站。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FiscalYearSettings 

关于定义您所在组织的自定义或标准会计年度的设置。该对象与 Period 对象之间是父子关系。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

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IsStandardYear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会计年度是标准日历年（true）或者自定义会计年度

（false） 

Name 字符串 Filter 

idLookup

会计年度的名称。 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Perio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相关会计期间的 ID。 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PeriodLabelSchem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会计期间使用的编号方案 

PeriodPrefix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会计期间的前缀。例如，如果前缀为字母“P”，则第 1 个会计

期间为“P1” 

QuarterLabelSchem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会计季度使用的编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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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QuarterPrefix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会计季度的前缀。例如，如果前缀为字母“Q”，则第 4 个会计

季度为“Q4” 

WeekLabelSchem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会计周使用的编号方案 

Year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 
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指示会计年度两种类型之一：标准或自定义。“标准”表示标准

的公历，而“自定义”表示一个具有自定义结构的会计年度 

 

用法 
该对象为只读。欲获取更多关于设置自定义或标准会计年度的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Folder 

表示 Document、MailMergeTemplate、EmailTemplate 或报表的存储库。一个文件夹中只能包含这四种类型的项目之一。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要创建、更新或删除文档文件夹、电子邮件模板文件夹或报表文件，必须拥有“Modify All Data”权限。 
 查询文件夹不需要特殊权限。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Access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表明哪些用户可以访问该文件夹。其可用值包括： 
 Hidden（隐藏）——所有用户都不能访问该文件夹 
 Public（公开）——所有用户都可以访问该文件夹 

 Shared（共享）——只有特定的 Group 或 UserRole 中的

User 可以访问该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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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Developer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对象在 API 中的唯一名称。该名称只能包含下划线和字母数字字

符，而且在组织中必须唯一。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不能包含空

格，不能以下划线结束，而且不能包含两个连续下划线。在托管包

中，该字段可以避免软件包安装的命名冲突。利用该字段，开发人

员可以在托管包中修改该对象的名称，而且这种修改可以反映到订

户的组织中。标志为 Folder Unique Name 
IsReadOnly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指示该文件夹是只读的（true）或者可修改的（false）。标

志为 Read Only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Nillable 

Update 

该文件夹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显示的标志。标志为

Document Folder Label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Developer 
Edition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 大长度为15个字

符。可以使用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这种表示法引用

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开发人员版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织的名称空

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 例外的情况是某个对象位于

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该对象具有这个已安

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

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的名称

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为支

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称空间

前缀。 
除非登录用户拥有“Customize Application”权限，否则不能访问

该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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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必需字段。文件夹中存放的对象的类型。该字段不能更

新。其可用值包括： 
 指示板 
 文档 
 电子邮件模板 
 报表 

用法 

一个文件夹中只能包含 Document、MailMergeTemplate、EmailTemplate 和报表这四种类型的项目之一。 

ForecastShare 

表示对给定角色和区域的预测的共享项。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表示允许共享的类型（Read、Edit 或 All） 

CanSubmit 布尔型 Filter 

表明该用户或组可以（true）或者不可以（false）提交

预测 
RowCaus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共享该预测的原因。只读字段，该字段有多个可能值，其中包

括： 
 手动共享——User 或 Group 拥有对该预测的访问权限，是

因为某个 User 手动将该预测与这些 User 或 Group 共享 
 所有者——User 是该预测的所有者 

UserorGroupId 引用 Filter 表示被授予访问权限的 User 或 Group 的 ID 
UserRoleId 引用 Filter 与该对象关联的 UserRol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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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可以利用该对象确定哪些用户和组有权查看和/或提交其由他用户所有的预测。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Sharing。 

Group 

表示一组 User。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Email 电子邮件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组类型案例的电子邮件地址。仅适用于案例队列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组的名称 

OwnerId 引用 Filter 拥有该组的用户 ID 
Relate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组类型角色相关的 UserRole 的 ID。只读字段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组的类型。其值为下列情况之一： 
 Regular（普通）——标准的公开组。当创建一个组时，它必须是普通类型，

除非组织启用了 PRM（合伙伙伴关系管理）门户，在这种情况下组可以是

普通或 PRM 组织类型。 
 Role（角色）——包括特定 UserRole 中所有 User 的公开组。 
 RoleAndSubordinates（角色及其下级角色）——包括特定 UserRole 及其下

级 UserRole 中所有 User 的公开组。 

 Organization（组织）——包括组织中所有 User 的公开组。该组为只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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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Restricted 
picklist 

 Case（案例）——拥有某个 Case 的队列中的用户和成员的公开组 

 Lead（销售线索）——拥有某个 Lead 的队列中的用户和成员的公开组 

 PRMOrganization（PRM 组织）——包括启用 PRM 功能的组织中所有

合作伙伴的公开组 

 Queue（队列）——包括所有的队列成员 User 的公开组。 

 Territory（区域）——包括启用区域功能的组织中所有 User 的公开

组。 

 TerritoryAndSubordinates（区域及其下级区域）——包括特定

UserRole 及其下级 UserRole 中所有 User 的公开组。 
在创建一个组时，只有普通、案例和潜在客户这三种类型可以使用。 其他类型保

留以供 salesforce.com 使用。 

用法 

与用户不同，组可以被删除。任何 User 都可以访问该对象，不需要特殊权限。通过 API 只能访问公开组，不能访问

个人组。 

注意：在 13.0 及更高版本的 API 中，即使一个公开组已被用于共享，它也可以被删除，这与 UserRole 的情形一致。在 13.0 以 

前的 API 版本中，共享将阻止删除该记录。 

GroupMember 

表示一个 User 或 Group 是某个公开组的成员。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该 Group 的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成为组的直接成员的 User 或 Group 的 ID。欲获取更多关

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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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成为普通公开组的直接成员的每个 User 或 Group 有一条记录。普通公开组的间接成员 User 不作为组的成员列出。如果一个 User 位于

角色层次中直接组成员之上的 UserRole 中，或者是该组的子组的成员，则他或她是该组的间接成员。 

如果试图创建一个与某个现有记录匹配的新记录，则 create()调用将只返回现有记录。 

Holiday 
表示客户支持团队不提供服务的一段时间。如果办公时间与任何假日关联，则办公时间以及与办公时间关联的呈报规则在假日持续

时间内暂停。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Activity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 Holiday 对象的 IsAllDay 标志被设置为 true（表示该

假日是一个全天假日），则该字段表示假日的截止日期。该

字段是一个带有时间戳的日期字段，其总是被设置为协调世

界时（UTC）时区的午夜。该时间戳是不相关的，请不要为

了适应时差而改变它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该假日的文字说明 

EndTimeInMinutes 整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假日的结束时间（以分钟为单位） 

IsAllDay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指示该假日的持续时间是（true）或者不是（false）全天



 

 230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IsRecurrenc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指示该假日是计划重复执行（true）或者只执行一次

（false）。 该字段对更新操作是只读的，而对创建操作不是

只读的。如果该字段的值为 true，则任何与给定重复执行类

型关联的任何重复执行字段都必须填入相应的值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假日的名称 

RecurrenceDayOfMon
th 

整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假日重复执行的日期 

RecurrenceDayOfWee
kMask 

整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假日在星期几重复执行。该字段包含一个位掩码。一周中每一天

的值如下： 
 星期日：1 
 星期一：2 
 星期二：4 
 星期三：8 

 星期四：16 

 星期五：32 

 星期六：64 
多天事件以其掩码值的和表示。例如，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掩码值

为：4 + 16 = 20 
RecurrenceEndDateO
nly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假日重复执行的 近日期。对于多天重复执行事件，该字段的值

为 近一次重复执行的开始日期 

RecurrenceInstanc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

dpicklist 

Update 

重复执行假日的频率。例如，“第 2”或“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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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RecurrenceInterval 整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两次重复执行假日的时间间隔 

RecurrenceMonthOfYear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事件重复执行的月份 

RecurrenceStart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重复执行假日的开始时间。必须是一个

RecurrenceEndDateOnly 之前的日期和时间 

Recurrence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指示假日多长时间重复执行一次。例如，每天、每周、或者

每第 N 个月（这里的 N 在 RecurrenceInstance 字段中定

义） 

StartTimeInMinutes 整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假日的开始时间（以分钟为单位）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查看和更新假日，假日指定了相关的办公时间和呈报规则暂停的日期和时间。欲获取更多关于假日的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Setting Holidays。 

Idea 

表示允许用户对其发表评论和进行投票的意见，例如一条改进现有产品或流程的建议。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describeLayout()、describeSObjects()、up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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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describeLayout()调用可以返回其他标准对象的 recordTypeMappings 部分，该部分包含了每个记录类型的布局

ID 和下拉列表值。 但是，recordTypeMappings 部分及其包含的字段不适用于 Idea 对象。 

当对 Idea 对象执行 SOSL 搜索时，IdeaComment 对象也被搜索。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Body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对该意见的说明 

Categories 多重选择下拉列

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可自定义的多重选择下拉列表，用于将意见组织到逻辑分组中。

注意：该字段仅适用于组织已在 Salesforce 中启用

Categories 字段的情况。在 API 14.0 版本发布以后创建的组

织中，该字段是默认启用的。如果已启用 Categories 字段，

则 13.0 及更低版本的 API 将不能访问 Categories 和

Category 字段 

Categor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可自定义的下拉列表，用于将意见组织到逻辑分组中。 

注意：该字段不适用于您的组织已启用多重选择字段

Categories 的情况 

Communit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该意见关联的社区 ID。一旦创建了一个 Idea 对象，则不

能再修改与该意见关联的社区 ID 

注意：12.0 版的 API 不支持社区 ID。如果使用 12.0 版

的 API 创建意见，则您的意见将自动被张贴到您有权限访问的

最早的社区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删除（true）或者未被删除（false）。删

除一个意见也将删除其子对象 IdeaComment 和 Vote 

IsHTML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只读字段。如果该字段的值为 true，而且组织已经启用了

Salesforce CRM Ideas HTML 编辑功能，则 Idea 对象的正文可

以包含 HTML 文件。如果该字段的值为 false，则 HTML 编

辑功能被禁用，Idea 对象的正文只能包含普通文本文件。欲获取

更多关于启用 HTML 编辑的信息，请在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

搜索 HTML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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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IsLocked 布尔型 Filter 

只 读 字 段 ， 表 明 该 意 见 被 锁 定 是 （ true ） 或 者 不 是

（false）因为它与父意见合并。不能对一个已锁定的意见进

行投票或添加评论 
LastCommentDate 日期时间型 Filter 

Nillable 

最近一次评论添（子 IdeaComment 对象）加的日期和时间 

LastComme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最近一次评（子 IdeaComment 对象）的 ID 

NumComments 整型 Filter 

Nillable 

用户对某个给定的意见提交评论（子 IdeaComment 对象）数目

ParentIdeaID 引用 Nillable 

Filter 
与该意见的父对象关联的 ID。当多个意见被合并时，其中的一

个意见成为其他意见的父对象（主意见）。当在 Salesforce 中

合并意见时，ParentIdeaID 字段被自动设置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可自定义的下拉列表，用于指定意见的状态 

Titl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意见的描述性标题 

VoteScore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该意见的内部得分，用于对应用程序用户界面中热门标签的意见

排序。计算得分的内部算法赋予较早的投票较小的权重，而赋予

较新的投票较大的权重，采用模拟指数衰减算法。得分本身不在

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中显示 

VoteTotal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一个意见的总得分。每个用户的一次投票计 10 分，因此该字段

的值等于该意见收到的投票数乘以 10 
 

注意：如果正在将 Idea 对象的数据导入到 Salesforce，并需要设置某个审计字段（比如 CreatedDate）的值，请联系

salesforce.com。审计字段的值是在 API 操作过程中自动更新的，除非您请求自己设置这些字段的值。更多信息，请参阅“系

统字段”。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跟踪意见，意见是一些书面建议，用户可以对其进行投票和发表评论。欲获取更多关于意见的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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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Comment 

表示用户提交的评论，是用户对意见的响应。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describeLayout()、describeSObjects()、upsert() 

注意：当对 IdeaComment 对象执行 SOSL 搜索时，Idea 对象也被搜索。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描述 

 
CommentBody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提交的评论的正文 

Idea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对其进行评论的意见 ID。欲获取更多关于 ID 的信息，请

参阅“ID 字段类型” 

IsHTML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只读字段。如果该字段的值为 true，而且组织已经启用了

Salesforce CRM Ideas HTML 修改功能，则 CommentBody 字

段可以包含 HTML 文件。如果该字段的值为 false，则 HTML
修改功能被禁用，CommentBody 字段只能包含普通文本文

件。欲获取更多关于启用 HTML 编辑的信息，请在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搜索 HTML Editor 

 

注意：如果正在将 IdeaComment 对象的数据导入到 Salesforce，并需要设置某个审计字段（比如 CreatedDate）的值，

请联系 salesforce.com。审计字段的值是在 API 操作过程中自动更新的，除非请求自己设置这些字段的值。更多信息，请

参阅“System 字段”。 

用法 
可以使用该对象跟踪对意见的评论，评论是用户对意见的文字响应。欲获取更多关于意见的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Ideas。 

Lead 

表示潜在客户或潜在机会（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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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convertLead()、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merge()、upsert() 

字段 
 
字段 字 段 

类   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AnnualRevenue 货币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公司年利润 

City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所在的城市 

Company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必需。该销售线索的公司。 

注意：如果启用了个人帐户记录类型，并且该 Company

字段的值为空，则该销售线索转换为个人帐户。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Notes on Converting Leads 

ConnectionReceive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您的组织共享此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此字段仅当您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时可用 

ConnectionSe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您与之共享此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此

字段仅当您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时可用。从 API 
15.0 版本开始，不再支持 ConnectionSentId 字段。

ConnectionSentId 字段仍然可见，但是其值为空。您可

以使用新的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对象将记录

发送到连接 

ConvertedAccou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指向 Lead 转换成的 Account 的对象引用 ID。有关 ID 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ConvertedContac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指向 Lead 转换成的 Contact 的对象引用 ID 

ConvertedDate 日期 Filter 

Nillable 

此 Lead 转换的日期 

ConvertedOpportunity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指向 Lead 转换成的 Opportunity 的对象引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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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untry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所在的国家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说明 

Email 电子邮件 Create 

Filter 

Nillable 

idLookup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电子邮件地址 

EmailBounced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 llable 

Update 

如果激活了死信管理（bounce management），而且发送

给该销售线索的电子邮件被返回，则出现返回的日期和时

间 

EmailBouncedReason 字符串 Filter 

Ni llable 

Update 

如果激活了死信管理（bounce management），而且发送

给该销售线索的电子邮件被返回，则出现返回的原因 

Fax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传真号 

Firs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名字。限 40 个字符以内 

HasOptedOutOfEmail  布尔值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销售线索是（true）否（false）拒绝接收邮寄广

告。标志为 Email Opt Out 

Industr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该销售线索所在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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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illable 

Update 

 

IsConverted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该 Lead 是（true）否（false）已被转换。标志为

Converted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IsUnreadByOwner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如果为 true，则该销售线索已经被分配，但还未查看。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未读销售线索”。标志为 Unread By 
Owner 

LastActivityDate 日期 Filter 

Nillable 
值为以下任意一个，每个都是 新的： 

 记录中 新事件的日期 

 与该记录相关的 后结束的任务的日期 

Las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必需字段。该销售线索的姓。限 80 个字符以内 

LeadSourc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从中获得该销售线索的源 

masterRecor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如果该对象因为合并被删除了，则此字段保存被保留的记录

的 ID。如果该对象因为任何其他原因被删除了，或者没有被

删除，则其值为 null 

Mobile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移动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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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ame 字符串 Filter FirstName 和 LastName 的连接。限 121 个字符以内 

NumberOfEmployees 整数型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公司的员工数。标志为 Employees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所有者的 ID 

PartnerAccou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拥有此销售线索的合作伙伴的帐户 ID。仅当合作伙伴关系管

理（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启用时才可用。 

注意：如果使用 API 15.0 或更早的版本上传销售线

索，该批销售线索中有一个销售线索拥有一个合作伙伴

用户作为所有者，则该批中所有销售线索的 Partner 

Account 字段都设置为该合作伙伴的帐户，不管该合

作伙伴是否为所有者。在 16.0 版本中，Partner 

Account 字段被设置为拥有该销售线索的或作伙伴用

户的相应帐户。如果该销售线索的所有者不是合作伙

伴，则此字段保持为空 
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电话号码 

PostalCod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地址的邮编。标志为 Zip/Postal Code 

Rating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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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Salutation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称谓 

Stat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所属的州/国家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已转换的销售线索的状态代码。状态代码在销售线索状态列

表中定义，并由 LeadStatus 对象在 API 中表示 

Street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所属的街道号和名称 

Titl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头衔，比如 CFO 或 CEO 

Website url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销售线索的网站 

  

注意：如果您要将销售线索数据导入到 Salesforce，并需要设置某个审核字段的值，比如 CreatedDate，请联系

salesforce.com。审核字段会在 API 运行时自动更新，除非您要求自己设置这些字段。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系统字 
段”。 

转换的销售线索 

销售线索采用特殊状态表明其被转换为 Account、Contact 或 Opportunity。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通过 convertLead()调用转

换销售线索。用户也可以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转换销售线索。一旦销售线索被转换，就成为只读了。不能 update()或者

delete()转换后的销售线索。但是，可以使用 query()调用查询转换后的销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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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线索用一些字段表示其转换后的状态。这些特殊字段可通过 API 只读。不能直接设置这些字段；当在 Salesforce 用户界

面转换销售线索时设置它们。这些字段包括： 

 ConvertedAccountId 
 ConvertedContactId 

 ConvertedDate 

 ConvertedOpportunityId 
 IsConverted 
 Status 

注意：如果启用了个人帐户记录类型，并且如果 Company 字段的值为 null，则该销售线索转换为个人帐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Notes on Converting Leads。 
 

未读销售线索 

销售线索采用特殊状态表示其还未被销售线索所有者查看或编辑。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这有助于用户了解为其分配的哪

些销售线索还没有接触。如果销售线索所有者还没有查看或编辑该销售线索，则 IsUnreadByOwner 字段的值为 true，如果

该销售线索已经至少被查看或编辑过了一次，则为 false。 

销售线索状态下拉列表 

每个 Status 值对应于销售线索状态列表中的已转换或者未转换状态，如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所定义。为了获得列表中的销售线索状态，

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调用 LeadStatus 对象的 query()调用。 
将 Status 更改为某种已转换的销售线索状态值，您无法通过 API 来转换销售线索。当您将符合条件的销售线索转换为帐户、

联系人和机会时，您可以为该销售线索选择一种已转换状态类型。已转换状态类型的销售线索不再在 Leads 标志上，虽然您可

以在报告中包含它们。 

用法 

要 update()一个 Lead 或者调用 convertLead()，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以 lead 的 Edit 权限登录。 

当您 create()、update()或者 upsert()一个销售线索时，根据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配置的分配规则，客户端应用程序

可以将该销售线索自动分配给一个或多个 User 对象。 

要使用此功能，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需要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使用的 AssignmentRuleHeader 中
设置以下任一选项（无需都设置）： 

字段 字段类型 说明 

assignmentRuleId 引用 要使用的分配规则的 ID。可以是不活动的分配规则。如未指定且

useDefaultRule 为 true，则使用默认的分配规则 
要找到给定分配规则的 ID，您可以查询 AssignmentRule 对象（指定

RuleType="leadAssignment"），遍历返回的 AssignmentRule 对

象，找到您想使用的规则，获得其 ID，然后在 AssignmentRuleHeader
中的此字段中指定其值。 有关 I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useDefaultRule 布尔型 指定对于基于规则的分配，是（true）否（false）使用默认规则。

默认规则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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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示例 

以下 Java 示例展示了如何自动分配一个新创建的销售线索。 

package com.doc.samples; 
import java.net.MalformedURLException; 
import java.net.URL; 
import java.rmi.RemoteException; 
import javax.xml.rpc.ServiceException;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LoginResult;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QueryResult;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SaveResult;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SforceServiceLocator;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SoapBindingStub;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_AssignmentRuleHeader;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_SessionHeader;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fault.LoginFault;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fault.UnexpectedErrorFault;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sobject.Lead; 
import com.sforce.soap.enterprise.sobject.SObject; 

public class LeadAssignment 
{ 

static LeadAssignment _leadAssignment;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_leadAssignment = new LeadAssignment(); 
try { 

_leadAssignment.CreateLead();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public void CreateLead() throws UnexpectedErrorFault, LoginFault, 
RemoteException, ServiceException 
{ 
//Create the proxy binding and login 
SoapBindingStub binding = (SoapBindingStub)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getSoap(); 
LoginResult lr = binding.login("user@domain.net", "secret"); 
//Reset the binding to use the endpoint returned from login 
binding._setProperty(SoapBindingStub.ENDPOINT_ADDRESS_PROPERTY, 
lr.getServerUrl()); 
//Create the session id header, and add it to the proxy binding 
_SessionHeader sh = new _SessionHeader(); 
sh.setSessionId(lr.getSessionId()); 
binding.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getServiceName().getNamespaceURI(), 
"SessionHeader", sh ); 
//Create a new case and assign various properties 
Lead lead = new Lead(); 
lead.setFirstName("Joe"); 
lead.setLastName("Smith"); 
lead.setCompany("ABC Corporation"); 
lead.setLeadSource("API"); 
//The lead assignment rule will assign any new leads that 
//have "API" as the LeadSource to a particular user 
//Create the assignment rule header and add it to the proxy binding 

_AssignmentRuleHeader arh = new _AssignmentRule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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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示例 

以下 C#示例展示了如何自动分配一个新创建的销售线索。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 Collections. 
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LeadAssignment. sforce; 

namespace 
LeadAssignment { 

class 
LeadAssignment 
{ 

private SforceService binding;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Username = "ENTERUSERNAME";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Password = "ENTERPASSWORD"; 

/// <summary> 
/// Create the proxy binding and 
login /// </summary> 
private LeadAssignment () 
{

 

//In this sample we will look for a particular rule and if found 
//use the id for the lead assignment. If it is not found we will 
//instruct the call to use the current default rule. You cannot use 
//both of these values together. 
QueryResult qr = binding.query("Select Id From AssignmentRule where Name = " + 

"'Mass Mail Campaign' and RuleType = 'leadAssignment'"); 
if (qr.getSize() == 0) { 
arh.setUseDefaultRule (new Boolean (true)); 

} else { 
arh.setAssignmentRuleId(qr.getRecords (0) .getId()); 

} 

binding.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 . getServiceName () . 

getNamespaceURI (), "AssignmentRuleHeader", arh); 

// Every operation that results in a new or updated case, will 
// use the specified rule until the header is removed from the 
// proxy binding. 
SaveResult[ ] sr = binding.create (new SObject[ ] 
{lead}); for (int i=0;i<sr.length;i++) { 
if (sr[ i] .isSuccess ()) { 
System.out.println("Successfully creaeted lead with id of: " + 
sr[ i] .getId() .getValue() +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Error creating lead: " + 
sr[ i] .getErrors (0) .getMessage ()); 

} 
} 

// This call effectively removes the header, the next lead will 
// be assigned to the default lead owner. Remember to add the // 
session header back in. 
binding.clearHeaders (); 
binding.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 . getServiceName () . 
getNamespaceURI (), "SessionHeader", s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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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binding = new SforceService(); 
LoginResult lr = binding. login (LeadAssignment .Username, LeadAssignment . 

Password); 

// Reset the binding to use the endpoint returned 
from login this.binding.Url = lr.serverUrl; 

// Create the session ID header and add it to the 
proxy binding this.binding.SessionHeaderValue = new 
SessionHeader(); this.binding.SessionHeaderValue.sessionId = 
lr.sessionId; 

} 

[STAThread]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LeadAssignment leadAssignment = new LeadAssignment(); 
try 
{ 

leadAssignment.CreateLead (); 
} 
catch (Exception e) 
{ 

Console.WriteLine (e.Message); 
Console .WriteLine (e . StackTrace); 
Console .WriteLine (e . InnerException); 

} 
} 

public void CreateLead() 
{ 

// Create a new Lead and assign various 
properties Lead lead = new Lead(); 

lead.FirstName = "John"; 
lead.LastName = "Brown"; 
lead.Company = "ABC Corporation"; 
lead.LeadSource = "Advertisement"; 
// Setting the lead source for a pre-existing lead assignment 

rule. This // rule was created outside of this sample and will assign 
any new leads // that have "Advertisement" as the LeadSource to a 
particular user 

// Create the assignment rule header and add it to the 
proxy binding AssignmentRuleHeader arh = new AssignmentRuleHeader(); 

// In this sample we will look for a particular rule and if found 
// use the id for the lead assignment. If it is not found we will 

// instruct the call to use the current default rule. Both these 
// values cannot be used together. 
QueryResult qr = binding.query("Select Id from AssignmentRule where 

Name = " + "'Mass Mail Campaign' and SobjectType = 'lead'"); 
if (qr.size == 0) 
{ 

arh.useDefaultRule = true; 
} 
else 
{ 

arh.assignmentRuleId = qr.records[ 0] .Id; 
} 
binding .AssignmentRuleHeaderValue = arh; 

// Every operation that results in a new or updated lead 
will use the // specified rule until the header is removed from the 
proxy binding SaveResult[] sr = binding.create(new sObject[] 
{ lead } ); 

foreach (SaveResult s in sr) 
{ 

if (s.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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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WriteLine ("Successfully created Lead with ID: { 0} ", s.id); 
}  
else 
{ 

Console.WriteLine("Error creating Lead: { 0} ", s.errors[ 0] .message); 
} 

} 

// This call effectively removes the header. The next lead will be 
assigned // to the default lead owner. 
binding .AssignmentRuleHeaderValue = null; 

} 
} 

} 

 

 

LeadHistory 

表示对销售线索的字段中的值所做更改的历史。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Field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被更改字段的名称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

移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LeadId 引用 Filter Lead 的 ID。有关 I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D 字段类型”。标志为 Lead ID 

NewValue anyType Nillable 被更改字段的新值 

OldValue anyType Nillable 字段被更改前 近的值 

用法 

使用此对象找到对销售线索的更改。 

此对象遵守父对象的字段级别安全。 

LeadOwnerSharingRule 
表示与用户（而不是所有者）共享销售线索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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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联系 salesforce.com 客户支持，为您的住址启用对此对象的访问。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

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该 ID 表示源组。此源组中的用户拥有的销售线索、触发此规则

来授予访问权限 

LeadAccessLevel 下拉列

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该值表示被许可的共享的类型。可能的值包括： 
 Read 
 Edit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该 ID 表示目标用户或组。该目标用户或组被授予访问权限 

 

用法 

使用这些对象管理某个特定销售线索的共享规则。一般共享和地域相关的共享使用此对象。 

LeadShare 

表示 Lead 的一个共享条目。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该对象已被子（true）或未被（false）移入

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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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此对象允许您确定哪些用户和组可以查看和/或编辑其他用户拥有的销售线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共享”。 

如果您尝试创建一个匹配已有记录的记录，create()调用可更新所有修改过的字段，并返回该已有的记录。 

LeadStatus 
表示 Lead 的状态，比如 Open、Qualified 或者 Converted。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LeadAccessLev
el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ser 或 Group 对该 Lead 的访问权限级别。可能的值包括： 
 Read 
 Edit 

 All（此值不适用于 create()或 update()调用） 

此字段必须设置为高于组织的默认销售线索访问权限级别的访问级

别 

LeadId 引用 Filter 与此共享条目相关的 Lead 的 ID。此字段不能更新。有关 ID 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RowCaus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此共享条目存在的原因。只读。值包括： 

 Manual Sharing – User 或 Group 拥有访问权限，因为具有 All
访问权限的用户手动与其共享该 Lead 

 Owner – User 是该 Lead 的所有者，或者在角色层次结构中

其角色在 Case 所有者之上 
 ImplicitChild - User 或 Group 对于与 Lead 该相关的 Account

上的 Lead 拥有访问权限 

 Sharing Rule - User 或 Group 通过 Lead 共享规则拥有访问权限

UserOrGroupId 引用 Filter 给予对该 Lead 的访问权限的 User 或 Group 的 ID。此字段不能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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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IsConver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销售线索状态值是（true）否（false）表示转换的

销售线索。多个销售线索状态值可以表示转换的销售线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convertLead() 

IsDefault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是（true）否（false）为选择列表中的默认销售线索

状态值 

MasterLabel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此销售线索状态值的主标志。此显示值是未转换的内部标志 

SortOrd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用于在销售线索状态选择列表中对此值进行排序的数字。这

些数字不一定是连续的，因为前面的销售线索状态值可能被

删去 

用法 

此对象表示销售线索状态下拉列表（请参阅“销售线索状态下拉列表”）中的一个值。销售线索状态下拉列表提供了有关 Lead
状态的其他信息，比如某个给定的状态值是否表示转换的 Lead。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对 LeadStatus 对象调用 query()调用来

获取销售线索状态下拉列表中的值集合，然后在处理 Lead 对象时使用该信息，以确定更多有关给定销售线索的信息。例如，该

应用程序可以根据给定销售线索的 Status 值和相关 LeadStatus 对象中 IsConverted 属性的值来确定该销售线索是否被转换

了。 

此对象仅通过 API 只读。使用足够的权限，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对此对象调用 query()和 describeSObjects()调用。 

LeadTag 

将单词或短语与 Lead 关联。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ItemId 引用 Create 加标记项的 ID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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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的名称。如果此值当前不存在，则创建一个新的

TagDefinition，并且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则，具有

同样名称的 TagDefinition 成为此 Tag 对象的父对象。父子

关系自动创建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此标记的父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定义该标记的可见性。可能的值包括： 
 Public：组织内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该标记 
 Personal：只有具有匹配的 OwnerId 的用户才可以查

看或操作此标记 

 

用法 

LeadTag 存储了其父 TagDefinition 和被标记 Lead 的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可用作元数据，允许用户描述和组织其数据。 

当标记被删除时，如果其名称未被使用，其父 TagDefinition 将被删除；否则将保留。删除的 TagDefinition 被发送到回收站，包括所有相关

的标记条目。 

更多有关标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LineitemOverride 

关于 Opportunity 排列项的预测重写。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只有当您的组织启用了自定义预测功能时才能访问此对象，可以使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启用此功能。需要 View All Data 权

限。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AmountInheri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重写数量是通过预测层次结构累积（true），还是通

过此记录的所有者重写（false） 

 



 

  249

 

 

 

 

 

 

 

 

 

 

 

 

 

 

 

 

 

 

 

 

 

 

 

 

  

用法 

此用于自定义预测的只读对象与 OpportunityOverride 具有父子关系。 

MailMergeTemplate 

表示一个用于为您的组织进行邮件合并的邮件合并模板（一个 Microsoft Word 文档）。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所有用户可以查看此对象，但是您需要 Customize Application 权限对其进行修改。 

 

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ForecastCategoryInheri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重写预测类型是通过预测层次结构累积（true），

还是通过此记录的所有者重写（false）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对象是（true）否（false）被移入回收站，通常是

因为其父 Opportunity 移动到了回收站 

OpportunityId 引用 Filter 相关 Opportunity 的 ID。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D 字段类型” 
OpportunityLineItemId 引用 Filter 相关 OpportunityLineItem 的 ID 
OverrideAmount 货币 Filter 排列项金额可以被重写 

OverrideForecastCategory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排列项的预测类型可以被重写 

OverrideQuantity 双精度值 Filter 排列项的数量可以被重写 

OverrideUnitPrice 货币 Filter 单价的总金额可以被重写 

OwnerId 引用 Filter 此记录所有者的 ID 
QuantityInheri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重写数量是通过预测层次结构累积（true），还是

通过此记录的 所有者重写（false） 

UnitPriceInheri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重写单价是通过预测层次结构累积（true），还

是通过此记录的所有者重写（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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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此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Body base64 Create 必需字段。Microsoft Word 将其用作邮件合并模板。由于

Microsoft Word 邮件合并模板的局限，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

可以在 create()调用中指定 Body 字段，而不是在

update()调用中指定。大小限于 5M 

BodyLength 整值型 Filter 

Nillable 

该 Microsoft Word 文档的长度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此邮件合并模板的文本描述。限于 255 个字

符内 

File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作为邮件合并模板上传的此 Microsoft Word 文档

的文件名。长度在 255 个字符以内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是（true）否（false）被移到了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LastUsed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此邮件合并模板 后一次使用的日期和时间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此邮件合并模板的名称 

 

用法 

使用此对象管理组织的邮件合并模板。 

Name 
 

此对象用于从相关记录检索信息，相关记录可以来自多个对象类型（多态外键）。例如，一个案例的所有者可以是用户，也可

以是组（队列）。此对象允许检索所有者名称，不管该所有者是用户还是组（队列）。可以使用 describe 调用访问有关一个对

象的父对象的信息，或者可以在 SOQL 查询中使用 who、what 或 owner 字段（取决于该对象）。此对象无法直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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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和查询  

调用：

describeSObjects() 

SOQL：SELECT（包括 WHERE 语句)，ORDER BY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Alias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用户别名。只有当相关记录是用户时，此字段才包含值 

Email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只有当相关记录是用户时，此字段才

包含值 

FirstNam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如果相关记录为用户、联系人或销售线索，则为名 

IsActive 布尔型 Filter 
Nillable 

表明相关记录是（true）否（false）为活动用户。只有当

相关记录是用户时，此字段才包含值 

LastNam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如果相关记录为用户、联系人或销售线索，则为姓 

Nam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所查询对象的父对象的名称。如果父对象为用户、联系人或

销售线索，则值为该相关记录的 firstname 和 lastname
字段的结合 

Phon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用户的电话号码。只有当相关记录是用户时，此字段才包

含值 

Profile 引用 Filter  

Nillable 

用户的配置文件。只有相关记录是用户时才填充 

Profile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该用户的配置文件的 ID。有关 I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Titl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用户的头衔，比如 CFO 和 CEO 

Typ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一个可以作为此对象的所有者的 sObject 的类型的列表。您

可以使用此字段过滤所有者类型，例如，仅返回某个用户拥

有的销售线索 

Username 字符串 Filter  
Ni llable 

包含用户键入的名称，以登录 API 或者 Salesforce 用户界

面。此字段的值是电子邮件地址形式的，并且只有当相关记

录为用户时才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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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查询父对象可能不止一种对象类型的关系时，使用 who、what 和 owner 字段。有关这些查询类型和 who、owner 和 what 字段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了解多态键和关系”。 

Note 

表示一个 note，它是一段与自定义对象或标准对象（比如 Contact、Contract 或 Opportunity）相关联的文本。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Body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该 note 的主体。大小限于 32 KB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是（true）否（false）被移到了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IsPrivat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如果为 true，则只有该 note 所有者或具有 Modify All Data 权

限的用户才可以查看该 note 或者通过 API 查询它。注意，如

果不具有 Modify All Data 权限的用户将其并不拥有的 note 的

此字段设置为 true，则他们不能再 query()、delete()、

update()该 note。标志为 Private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拥有此 note 的用户的 ID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UserRol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用户扮演的角色的名称。仅为用户行填充 

UserRole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此对象关联的用户角色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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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使用此对象管理对象的 note。 

NoteAndAttachment 

此只读对象包含与一个对象相关联的所有 note 和附件。 

支持的调用 

describeGlobal()、describeSObject()、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是（true）否（false）被移到了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IsNot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是否一个 note（true）或附件（false） 

IsPrivat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如果为 true，则只有该 note 所有者或具有 Modify All Data 权

限的用户才可以查看该 note 或者通过 API 查询它。注意，如果

不具有 Modify All Data 权限的用户将其并不拥有的 note 的此字

段设置为 true，则他们不能再 query()、delete()、
update()该 note。标志为 Private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描述 
属性 

  Filter 

Update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与此 note 关联的对象的 ID 

Titl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idLookup 

Update 

该 note 的标题 



 

  254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OwnerId 引用 Filter 拥有此 note 和附件的用户的 ID 

ParentId 引用 Filter 父对象的 ID 
Titl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该 note 的标题 

 

用法 

使用此对象列出一个对象所有的 note 和附件。 

要获得此对象，对一个对象发起一个 describe 调用，该调用将返回包括该对象创建后每次活动的查询结果。您不能使用 query()。 

NoteTag 

将一个单词或短语与 Note 关联起来。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加标记项的 I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该标记的名称。如果该值当前不存在，则创建一个新的

TagDefinition，并且成为此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则，具有

同样名称的 TagDefinition 则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父

子关系自动建立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此标记的父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
d picklis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值包括： 
 Public：组织内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此标记 
 Personal：只有拥有匹配的 OwnerId 的用户才可以查

看或操作此标记 

 

用法 

存储了其父 TagDefinition 和加标记 Note 的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可用作元数据，允许用户描述和组织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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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标记被删除时，如果其名称当前未被使用，其父 TagDefinition 也将被删除；否则被保留。删除的 TagDefinition 发送到回收站，包括相关

联的标记条目。 

有关更多标记的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out Tagging。 

OpenActivity  

此只读对象包含与一个对象相关的所有打开任务和事件。与调用相关的 OpenActivity 只能通过 Salesforce CRM Call Center 使用。 

支持的调用 
describeGlobal()、 describeSObject()、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 段 

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ActivityDate 日期 Filter 
Nillable 

任务的到期时间，如果是行为，当 IsAllDayEvent 设为 true
时，表示行为的到期时间。 

该字段有一个时间戳，始终设为世界标准时间（UTC）时区的

午夜。此时间戳没有实质性意义；不要为了调节时区差异而改

变它。标志为 Date 

Activity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以下任一值：Call、Meeting 或 Other。标志为 Type 

CallDisposition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表 示 给 定 调 用 的 结 果 ， 比 如 “we'll call back” 或 者 “call 
unsuccessful”。其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CallDurationInSeconds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调用的持续时间（秒） 

CallObject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调用中心的名称。其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Call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被响应的调用的类型：Inbound,、nternal 或 Outbound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Nillable 该任务或事件的说明。限于 32KB 以内 

DurationInMinutes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该事件或任务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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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AllDayEvent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如果为 true，行为是一个事件，而且 ActivityDate 用于定义该

行为的时间。如果为 false，行为可能是一个任务或事件。标

志为 All Day Event 

IsClos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只用于任务，表示任务已经完成（true）或尚未完成（false）。

该字段通过设置 Status 字段间接设置——每个下拉列表值都有

一个对应的 IsClosed 值。标志为 Closed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IsTask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如果为 true，行为是一个任务，如果为 false，则为一个事

件。标志为 Task 

IsVisibleInSelfServic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如果为 true，行为可在自助门户中查看。标志为 Visible in 
Self-Service 

Location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如果是事件，表示事件的位置。如果不是，值为 null 

Owner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拥有任务或事件的用户的 ID 

Priority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如果是任务，表示任务的重要性，比如高、普通或低。 

Statu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如果是任务，表示任务的当前状态，比如 In Progress 或

Complete。每个预定义 Status 字段的值均设为 IsClosed。要

获得下拉列表的值，可以调用 TaskStatus 对象的 query()方
法。 

Subject 组合框 Filter 
Nillable 

任务或事件的主题行。 

Wha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相关对象（Account、Campaign、, Case、Opportunity
或自定义对象）的 ID 标志为 Opportunity/Account ID 

Who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相关 Contact 或 Lead 的 ID。如果 Who Id 引用的是销售线索，

则 WhatId 字段必须为空。标志为 Contact/Lead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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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此对象帮助您复制 Salesforce 用户界面的相关列表功能。此对象的使用过程如下： 

1. 在希望查询其行为的对象上发起一次说明调用，获得要使用的正确 SOQL 的建议。该过程可选。 
2. 使用引用此对象的一条主句和一条引用行为历史的内部子句发起一次 SOQL 关系查询，例如： 

SELECT (SELECT ActivityDate, Description from ActivityHistories) FROM Account WHERE 
Name Like 'XYZ%' 

或 

SELECT (SELECT ActivityDate, Description from OpenActivities) FROM Account WHERE Name 
Like 'XYZ%' 

Salesforce 用户界面实施共享规则，过滤掉用户无权看到的相关列表项。 

为了防止出现性能问题，同时仍然提供相关的列表功能，对于不具备“View All Data”权限的用户有一些限制。这类用户必须符合以

下限制： 

 在关系查询的主句中，只能引用一条记录。例如，不能过滤所有帐户名称以 A 打头的记录，而是必须引用一条帐户记录。 
 不能使用 WHERE 子句。 

 必须为返回行的数量指定一个限制，少于 500 行。 
 必 须 按 照 ActivityDate 和 LastModifiedDate 降 序 排 列 ： ORDER BY ActivityDate DESC ，

LastModifiedDate DESC 

不能在该对象上直接使用 query()。 

Opportunity 
表示一个销售机会，可以是一次销售或未敲定交易。 

支持的调用 

create() 、 update() 、 delete() 、 query() 、 search() 、 retrieve() 、 get Deleted() 、

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upsert()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Id 引用 Create 与此销售机会相关的帐户 ID 

Filter 
 Nillable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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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mount 货币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预计的销售总量。对于产品的销售机会，数量是相关产品的和。

如果记录拥有产品，任何更新此字段的尝试都将被忽略。更新调

用不会被拒绝，其他字段将按照要求进行更新，但 Amount 字段

不会改变 

Campaign 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相关 Campaign 的 ID。此字段只为启用 Campaigns 作为一项特

性的组织定义。User 必须对交叉引用的 Campaign 对象拥有读

取权限，以便将该销售活动 create()或 update()到销售机会的

此字段中 

Close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销售机会关闭的预定时间 

ConnectionReceive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组织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此字段

仅在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时可用 

ConnectionSe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段仅在已

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的情况下可用。在 API 15.0
版中，不再支持 ConnectionSentId 字段。ConnectionSentId
字 段 仍 然 可 见 ， 但 是 值 为 空 。 可 以 使 用 新 的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对象将记录转发到连接 

CurrencyIsoCode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只有支持多币种功能的组织可用。包含组织允许使用的任意

币种的 ISO 代码。 

如果组织支持多币种，而且在销售机会上指定了 Pricebook2
（即 Pricebook2 字段不为空），那么该字段的币种值必须匹配

与它拥有的任意销售机会项目相关的 PricebookEntry 对象的币

种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销售机会的文本说明。其 大长度为 32,000 个字符 

ExpectedRevenu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等于销售机会的和字段的乘积。不能直接设置该字

段，但可以通过设置 Amount 或 Probability 字段间接地设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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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iscal 字符串 Filter 如果不支持财政年，表示销售机会的 CloseDate 所在的会计季

度或会计期的名称。值的格式应该为 YYY Q，例如 2006 年第一

季度应该是“2006 1” 

FiscalQuart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代表会计季度，有效值为 1、2、3 或 4 

FiscalYea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代表财政年，例如 2006 

ForecastCategory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and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一个受限的下拉列表字段。它的含义由 StageName 字段指

明，但不受它直接控制。可以改写该字段的值，使其与由

StageName 字段指明的值不同。该字段的值是固定的枚举值。

字段标记被本地化为执行操作的用户所使用的语言，前提是这些

标记的本地化版本对于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的语言可用。 

在 API 12.0 及 更 高 版 本 中 ， 该 字 段 的 值 是 基 于

ForecastCategoryName 的值自动进行设置的，而且不能通

过其他方式更新。字段属性 Create、Defaulted on create、
Nillable 和 Update 在版本 12.0 中不可用 

ForecastCategoryName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在 API 12.0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预测类别的名称。它的含义由 StageName 字段指明，但不受

它直接控制。可以改写此字段的值，让字不同于由 StageName
字段指明的值 

HasOpportunityLineItem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销售机会是否有相关项目的只读字段。值为 true 时，表示

已经为销售机会创造了 Opportunity 项目。只有当销售机会有价

格簿时，才会有销售机会项目。销售机会项目必须对应于销售机

会 Pricebook2 中列出的 PricebookEntry 对象。然而，可以在

没有相关 Pricebook2 的销售机会上插入销售机会项目。对于在

没有 Pricebook2 的销售机会上插入的首个销售机会项目，API
将自动设置 Pricebook2 Id 字段，如果销售机会项目对应于一个

活动 Pricebook2 中的 PricebookEntry，而且该 Pricebook2
有 一 个 CurrencyIsoCode 字 段 与 销 售 机 会 的

CurrencyIsoCode 字段相匹配。如果 Pricebook2 并非活动的

或者 CurrencyIsoCode 字段不匹配，那么 API 将返回一个错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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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说明 

字段属性 
   误。如果销售机会项目存在于 Opportunity 上，不能 update() 

Pricebook2Id 或 PricebookId 字 段 。 必 须 在 尝 试 更 新

PricebookId 字段之前 delete()项目 
IsClos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由 StageName 直接控制。可以查询该字段或基于它进行过滤，

但不能在 create()、upsert()或 update()请求中直接设置它。只

能通过 StageName 设置它。标志为 Closed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IsWon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由 StageName 直接控制。可以查询该字段或基于它进行过滤，

但不能在 create()、upsert()或 update()请求中直接设置它。只

能通过 StageName 设置它。标志为 Won 

LastActivityDate 日期 Filter 

Nillable 

其值为下面两个截止日期中 近的日期： 

 与该记录关联的、 近登录的事件的截止日期 

 与该记录关联的、 近结束的任务的截止日期 

LeadSourc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此销售机会的来源，比如 Advertisement 或 Trade Show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该销售机会的名称。其 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NextStep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结束销售机会中下一任务的说明。其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被指定实现此销售机会的 User 的 ID。 

如果您已经在组织中建立了销售团队，根据 API 的版本，更新该

字段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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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说明 

字段属性 
    对于 API 12.0 及更高版本，共享记录将被保存，因为它们

用于所有对象 
 对于 12.0 之前的 API 版本，共享记录将被删除 
 对于 API 16.0 及更高版本，用户必须拥有“Transfer 

Record”权限，才能使用该字段更新（转移）帐户所有权 

Pricebook2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相关 Pricebook2 对象的 ID。Pricebook2Id 字段表示哪个

Pricebook2 适用于此销售机会。Pricebook2Id 字段只为启用产

品 作 为 一 项 功 能 的 组 织 定 义 。 可 以 只 为 一 个 字 段

（Pricebook2Id 或 PricebookId）指定值，而不是同时为这两

个字段指定值。因此，这两个字段都可以声明为 nillable 

Pricebook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从 3.0 版本开始不可用。从 8.0 版本开始，Pricebook 对象不再

可用。使用 Pricebook2Id 字段作为代替，用于指定 Pricebook2
对象的 ID 

Probability 百分比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结束销售机会的过程中估计信心的百分比。它的含义由

StageName 字段指明，但不受它直接控制。您可以改写此字段

的值，使其与由 StageName 字段指明的值不同 

StageNam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表示该记录的当前阶段。StageName 字段控制一个

销售机会的几个其他字段。其中每个字段既可以直接设置，也可

以通过修改 StageName 字段进行指明。另外，StageName 字

段是一个下拉列表，因此它在返回的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
具有另外的成员，用于表示它如何影响其他字段。要获得下拉列

表中的阶段名称值，调用 OpportunityStage 对象上的 query()。
如 果 StageName 被 更 新 ， ForecastCategoryName 、

IsClosed、IsWon 和 Probability 就会基于阶段-类别映射自动获

得更新 

TotalOpportunityQuantity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此销售机会中包含的项目数。用在基于数量的预测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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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准备把 Opportunity 数据导入到 Salesforce 中，而且需要设置审计字段的值，比如 CreatedDate，请访问

salesforce.com。审计字段在 API 操作期间将自动更新，除非您要求自己设置这些字段。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字

段”。 

用法 

使用 Opportunity 对象管理关于一次销售或未敲定交易的信息。要 update()一个 Opportunity，客户端应用程序需要“编辑”销售机

会的权限。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通过 API create()、update()、delete()和 query()与销售机会相关的 Attachments。参阅

“产品和计划对象”来查看 Opportunity 与其他对象之间关系的可视图。 

客户端应用程序还可以通过 convertLead()调用来转换一个 Lead，以创建或更新销售机会对象。 

注意：借助 Spring ‘09，当更新子销售机会产品或计划更新父记录时，就会触发销售机会和销售机会产品上的工作流规则、验

证规则和 Apex 触发器。这意味着当更新父记录时，就会执行自定义应用程序逻辑，以确保较高的数据质量并符合组织的业务

策略。 

默认情况下，在 Spring ‘09 发布后签约的所有组织都将看到这种行为。从 09 年 3 月开始，salesforce.com 将开始分阶段开展

New Opportunity Save Behavior 更新。完成之后，您将在 Critical Updates 页面上看到更新。这次更新将对目前没有使用下面

列出的任意自定义内容的组织自动启用。这些客户将被要求对更新进行评审，并采取必要行动在自动激活日期之前启用更新。 

 销售机会数量 
 销售机会质量 
 销售机会产品总价 
 销售机会产品单价 
 销售机会产品数量 
 任意销售机会总量总结字段 

某个组织的 New Opportunity Save Behavior 更新被激活后，这种变化将在所有版本的 API 中都有效。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What is the Spring '09 New Opportunity Save Behavior Update?部分。 

OpportunityCompetitor 

表示一个 Opportunity 的竞争者。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pdate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销售机会的类型。例如，Existing Business 或 
Filter New Business。标志为 Opportunity Type 

Nillable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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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 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mpetitorName 组合框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竞争者的名称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Opportunit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相关 Opportunity 的 ID。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

“ID 字段类型” 

Strengths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竞争者优点的说明。其 大长度为 1,000 个字符 

Weaknesses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对竞争者弱点的说明。其 大长度为 1,000 个字符 

 

用法 

使用此对象管理一个 Opportunity 的竞争者，将多个竞争者关联到一个销售机会，并指定每个竞争者的优点与缺点。 

OpportunityContactRole 

表示一个 Contact 在一个 Opportunity 上扮演的角色。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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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ta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相关 Contact 的 ID。API 对该对象的相关 Opportunity 而不是相

关 Contact 应用用户访问权限。API 对该对象进行查询返回的行

中，可能包括用户没有足够访问权限的联系人的该字段的值。它

还可能返回已经删除的联系人的该字段的值。无论是哪种情况，

客户端都必须在联系人表上对该字段的值执行一次查询，以确定

用户是否可以访问该 Contact，以及是否已经删除该 Contact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IsPrimary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示相关的 Contact 在 Opportunity 上扮演主要角色（true）或

没有扮演主要角色（false）。每个 Opportunity 都只有一个主要

联系人。标志为 Primary 

Opportunit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相关 Opportunity 的 ID。该字段是非空的，而且无

法更新。必须在 create()时为该字段提供一个值。创建之后不能

修改 

Ro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相关 Contact 在 Opportunity 上扮演角色的名称，比如

Business User 或 Decision Maker 

 

用法 

这种对象类型的记录出现在 Opportunity 详细页面的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与其他多数对象一样，这种对象类型的记录拥有它们

自己唯一的 ID，可在更新或删除记录时使用。 

尽管允许，但我们不建议在同一对 Opportunity 和 Contact 之间建立多个关系。 

OpportunityFieldHistory 

表示修改一个销售机会字段中的值的历史记录。此对象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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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和 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ield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被修改字段的名称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OpportunityId 引用 Filter 
相关 Opportunity 的 ID。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

型”。标志为 Opportunity ID 

NewValue 任意类型 Nillable 被修改字段的新值 

OldValue 任意类型 Nillable 字段在修改之前的 新值 
 

用法 

使用该对象识别对一个 Opportunity 上任意字段的修改。 OpportunityHistory 对象代表对一个 Opportunity 的 Amount、

Probability、Stage 或 Close Date 字段进行修改的历史。 

此对象表示父对象的字段级安全性。 

OpportunityHistory 

表示一个 Opportunity 的阶段历史。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mount 双精度值 Filter                                             预计销售总量 

Nillable 

CloseDate 日期 Filter 销售机会的预期结束时间 

Nil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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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ExpectedRevenu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基于 Amount 和 Probability 字段计算出的收入 

ForecastCategory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在预测中决定销售机会在哪一列中进行合计的类别。标志为 To 
ForecastCategory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OpportunityId 引用 Filter 相关 Opportunity 的 ID 

Probability 百分比 Filter 

Nillable 

结束销售机会的过程中估计信心的百分比 

StageName 下拉列表 Filter 
销售机会当前阶段的名称（例如，Prospect 或 Proposal） 

 

用法 
该 对 象 表 示 对 一 个 Opportunity 的 Amount、 Probability、 Stage 或 Close Date 字 段 进 行 修 改 的 历 史 。 而

OpportunityFieldHistory 对象表示对一个 Opportunity 的任意字段进行修改的历史。要获得关于特定销售机会进展情况的信息，query()

与给定 Opportunity 相关的所有 OpportunityHistory 对象。请注意，如果销售机会的 Amount、Probability、Stage 或 Close 

Date 字段没有变化，OpportunityHistory 对象中将不会返回任何内容。在这种情况下，query()与给定 Opportunity 相关的所有

OpportunityFieldHistory 对象，可以获得关于销售机会变更的更多信息。 

该对象是只读的。只要用户或客户端应用程序修改上述字段中任意字段的值，系统就会生成一条新记录，然后在新生成的对象中保存所

有这些主要字段的当前值。 

该对象代表父对象上的字段级安全性。 

注意: 如果 Opportunity 被删除，该记录也会自动被删除。 

OpportunityLineItem 

表示销售机会项目，它是与 Opportunity 相关的 Product2 产品列表的成员，以及关于该销售机会上这些产品的其他信息。  

支持的调用 

create() 、 update() 、 delete() 、 describeSObjects() 、 query() 、 retrieve() 、 getDeleted() 、

getUpdated()、up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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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访问规则 

用户必须对 Opportunity 记录拥有“Edit”权限，才能 create()或 update()销售机会上的销售机会项目。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nectionReceive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组织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段

仅在已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的情况下可用 

ConnectionSe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段仅在已

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的情况下可用。在 API 15.0
版中，不再支持 ConnectionSentId 字段。ConnectionSentId
字 段 仍 然 可 见 ， 但 是 值 为 空 。 可 以 使 用 新 的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对象将记录转发到连接 

CurrencyIsoCod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只对支持多币种功能的组织可用。包含组织允许使用的任意

币种的 ISO 代码。 
如果组织支持多币种，而且在父销售机会上指定了 Pricebook2
（即此对象的 OpportunityId 所引用销售机会上的 Pricebook2
字段不为空），那么该字段的值必须匹配与该对象相关的

PricebookEntry 对象上的 CurrencyIsoCode 字段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销售机会项目的文本说明。其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HasQuantitySchedul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只读对象。表明已经（true）或者尚未（false）为该对象创

建数量计划 

HasRevenueSchedul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只读对象。表明已经（true）或者尚未（false）为该对象

创建收入计划。 

如果该对象拥有收入计划，则不能更新 Quantity 和 TotalPrice 
字段。另外，如果该对象有数量计划，则不能更新 Quantity 字

段。API 将忽略任意更新这些字段的尝试。update()调用不会

被拒绝，但要更新的值将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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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该标志只在父销售机会被删除时置为 true，而在该销

售机会未删除时置为 false。 

通过 API 直接删除一个 OpportunityLineItem 可完全移除

它，移除后不可恢复 

ListPric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对应于与该项目相关的 PricebookEntry 上的 UnitPrice，它可能

位于标准价格簿或自定义价格簿中。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这

些信息显示项目的单价（或销售价格）与价格簿项列表价格是否

有差异 

Opportunit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相关 Opportunity 的 ID 

PriceBookEntr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必需字段。相关 PricebookEntry 的 ID。只有启用 Products 作

为一项功能的组织才拥有它。可以只为该字段或 ProductId 指

定值，而不必同时为这两个字段指定值。因此，这两个字段都

可以声明为 nillable 

Produ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相关 Product 对象的 ID。该字段自从 3.0 版本开始不可用，提供

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向后兼容。Product 对象自从 8.0 版本开始不

可用。使用 PriceBookEntryId 字段作为代替，用于指定

PricebookEntry 对象的 ID。 

Quantity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Update 

如果该记录有数量计划、收入计划或者二者同时存在，则为只

读 

Service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产品收入得到认可和产品发货的日期。自定义预测是否使用此值

取决于组织的 Forecast Date 设置： 
 Opportunity Close Date—ServiceDate 被忽略 

 Product Date—ServiceDate 如不为空，将被使用 

 Schedule Date—ServiceDate 如不为空，将被使用，而且

这个项目没有收入计划，即该对象的子对象不可能是 Type
字段值为 Revenue 的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对象

SortOrd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表示用户所选排序次序的数字。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此数字

匹配 Salesforce 中的排序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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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只有当 Opportunity 拥有一个 Pricebook2 时，它才能拥有 OpportunityLineItems。一个 OpportunityLineItem 必须对应于销售机会的

Pricebook2 中列出的一个 Product2。关于为没有相关 Pricebook2 或任何现有项目的销售机会插入 OpportunityLineItem 的信息，请参

阅“对销售机会的影响”。 

该对象只为那些已经启用产品作为一项功能的组织而定义。如果组织没有产品功能，该对象不会出现在 describeGlobal()调用中，也不

能对 OpportunityLineItem 对象使用 describeSObjects()或 query()。 

要查看 OpportunityLineItem 与其他对象之间关系的可视图，请参阅“产品和计划对象”。 

注意：如果启用了多币种选项，CurrencyIsoCode 字段将会出现。不能修改它，其值始终设置为父 Opportunity 的

CurrencyIsoCode 值。关于 CurrencyIsoCode 字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货币字段类型”。 

对销售机会的影响 

具有相关 OpportunityLineItems 的销售机会将受到以下影响： 

 创建一个 OpportunityLineItem 将会使 Opportunity Amount 值增加 OpportunityLineItem 的 TotalPrice。另外，插入一个

OpportunityLineItem 将会使销售机会上的 ExpectedRevenue 增加 TotalPrice 与销售机会 Probability 的乘积。 
 当销售机会有项目时，Opportunity Amount 变为一个只读字段。API 将忽略对更新具有项目的销售机会上此字段的任何尝试。

update()调用将不会被拒绝，但要更新的值将被忽略。 
 如果项目存在，不能更新销售机会上的 PricebookId 字段或 CurrencyIsoCode 字段。API 将拒绝对更新具有项目的销售机会上

这些字段的任何尝试。 

字段 字段属性 说明字段类型 

TotalPrice 货币 
此 字 段 只 是 为 了 向 后 兼 容 而 存 在 。 它 表 示

OpportunityLineItem 的总价。如果没有指定 UnitPrice，此字

段是必需的。在给定的 update()调用中，可以修改这个值或

UnitPrice，但不同同时修改二者的值。此字段是 nillable，
但 是 不 能 在 同 一 次 update() 调 用 中 将 TotalPrice 和

UnitPrice 同时设置为 null。要通过 API 为一个机会项目插入

TotalPrice（只给定单价和数量），计算该字段的方法是将单

价乘以数量。如果机会项目有收入计划，该则字段是只读的。

如果机会项目没有计划或者只有数量计划，可以更新该字段 

Filter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Nillable

UnitPrice 货币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字段或 TotalPrice 是必需字段，但不能同时指定二者。表

示该机会项目的单价。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计算该字段

值的方法是机会项目的总价除以该项目列出的数量。标志为

Sales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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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create()或 update()一个 OpportunityLineItem 时，API 会验证项目是否对应于与销售机会相关的 Pricebook2 中的

PricebookEntry。当销售机会没有相关的 Pricebook2 时，如果项目对应于一个活动 Pricebook2 中的 PricebookEntry，而且该

PricebookEntry 有一个 CurrencyIsoCode 字段与销售机会的 CurrencyIsoCode 字段相匹配，API 将自动设置销售机会上的价格

簿。如果 Pricebook2 并非活动的或者 CurrencyIsoCode 字段不匹配，就会返回一个错误。 
 当为该 Opportunity 插入一个 OpportunityLineItem 时，Opportunity HasOpportunityLineItem 字段被置为 true。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表示关于特定 OpportunityLineItem 的数量、收入分布和交货日期的信息。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urrencyIsoCode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只对支持多币种功能的组织可用。包含组织允许使用的任意币种

的 ISO 代码。该字段在 10.0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销售机会项目计划的文本说明。其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标志

为 Comments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OpportunityLine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相关 OpportunityLineItem 的 ID 

Quantity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必需字段。数量计划中要安排的单元总数。更多信息请参阅“允

许的 Quantity 和 Revenue 字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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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pdate  
Revenue 货币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应该被认可的收入，或应该发货的数量，或者同时包括二者——

取决于 Type 的值。更多信息请参阅“允许的 Quantity 和

Revenue 字段值” 

Schedule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计划交货、发货等事件的相关 OpportunityLineItem 的

日期，或者您希望跟踪的任意其他日期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必需字段。计划的类型。插入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时是

必需的。有效值包括 Quantity、Revenue 或二者。更多信息请参

阅“允许的 Type 字段值” 

 

允许的 Type 字段值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允许的值取决于产品级的计划首选项和项目是否有现有计划。必须满足以下标准： 

 OpportunityLineItem 基于的 Product2 必须将正确的 CanUseRevenueSchedule 或 CanUseQuantitySchedule 字段（或二者

同时）置为 true。 
 当为一个没有任意现有计划的项目 create()一个计划时，可以指定任意有效值。 
 如果为已经有现有计划的项目 create()一个计划，新的计划必须与现有计划保持一致。下面的表格概括了允许使用的值：  
项目上 HasRevenueSchedule 
的值  

项目上 HasQuantitySchedule 
的值  

允许使用的 Type 值 

false false Revenue、Quantity、二者同时 

false true Quantity 

true false Revenue 

true true both 
 

允许的 Quantity 和 Revenue 字段值 
允许的 Quantity 和 Revenue 字段值取决于 Type 字段的值： 
 
Type 值 允许的 Quantity 值 允许的 Revenue 值 

Revenue Null Non-null 

Quantity Non-null Null 

both Non-null Non-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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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y 和 Revenue 字段在 update()调用中具有以下限制： 

 对于 Type 为“Quantity”的计划，不能将 Revenue 的 null 值更新为 non-nul。同样地，对于 Type 为“Revenue”的计划，不能

将 Quantity 的 null 值更新为 non-nul。 
 对于 Type 为“Quantity”的计划，不能将 Quantity 字段的值置为 null。同样地，对于 Type 为“Revenue”的计划，不能将

Revenue 字段的值置为 null。 
 对于 Type 为“Both”的计划，不能将 Revenue 或 Quantity 字段的值置为 null。 

用法 

支持两种类型的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s ： 

 Quantity 计划 
 Revenue 计划 

用户必须编辑 Opportunity 上的访问权限，才能 create()或 update()该销售机会上的项目计划。 

必须启用 Products 和 Schedules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对象只为那些启用了产品和计划功能的组织定义。如果组织没有启用产品和计划功能，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对象不会出现在 describeGlobal()调用中，而且您不能对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对象使用

describeSObjects()或 query()。 

对销售机会和销售机会项目的影响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对销售机会和销售机会项目具有以下影响： 

 插入一个 Type 为“Revenue”或“Quantity”的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将会使 OpportunityLineItem 上的 Total Price 字段

增加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Revenue 数量。插入一个 Type 为“Quantity”或“Both”的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将会使 OpportunityLineItem 上的 Quantity 字段增加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Quantity 数量。 

 create()调用还会影响到原始销售机会： 

1. Opportunity Amount 根据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收入数量增加。 

2. Opportunity ExpectedRevenue 根据项目计划数量与 Opportunity Probability 的乘积增加。 

 删 除 一 个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对 于 相 关 的 OpportunityLineItem 和 Opportunity 具 有 类 似 影 响 。 删 除 一 个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将会使 OpportunityLineItem TotalPrice 减少删除的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Quantity 或

Revenue 数量。Opportunity Amount 也会减少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Quantity 或 Revenue 数量，而且 Opportunity 
ExpectedRevenue 也将减少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Quantity 或 Revenue 数量与 Opportunity Probability 的乘积。 

删除一个销售机会项目计划 

删除余下的 后一个计划将会在父项目上把对应的 HasQuantitySchedule 或 HasRevenueSchedule 标志（或者二者同时）置为

false。 

OpportunityOverride 

Opportunity 的预测改写。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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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访问规则 

需要“View All Data”权限。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mountInheri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要改写的数量是通过预测层级继承（true），还是由

OpportunityOverride 的所有人进行改写（false） 

ForecastCategoryInheri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要改写的预测类别是通过预测层级继承（true），还是由

OpportunityOverride 的所有人进行改写（false） 

I 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通常

是因为父 Opportunity 被移动到了回收站 

OpportunityId 引用 Filter 
相关 Opportunity 的 ID。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

型”。 
OutOfDat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如 果 自 从 此 次 改 写 后 一 次 更 新 以 来 ， 下 级 用 户 的

OpportunityOverride 或销售机会本身已经更新，使得此次改写

的值过时，则为 true。例如，一个下级用户已经更早地改写了

同一个会计期、类别或数量字段 

OverrideAmount 货币 Filter 
销售机会的金钱总量，可以改写 

OverrideComment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在销售机会预测编辑页面上输入的注释。其 大长度为 255 个

字符 

Override ForecastCategory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销售机会的预测类别，可以改写 

OverridePeriodId 引用 Filter 
相关财务 Period 的 ID，可以改写。如果使用自定义的财年，而

且会计期位于自定义财年结束之后，改写不会返回。关于自定义

财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OverrideQuantity              双精度值 Filter 销售机会的数量，可以改写 

OwnerId 引用 Filter OpportunityOverride 所有人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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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这是特定于可自定义预测的只读对象。它与 LineitemOverride 具有父子关系。   

OpportunityOwnerSharingRule 

表示与除所有者之外的用户共享一个销售机会的规则。 

注意：联系 salesforce.com 客户支持，为您的组织启用对该对象的访问。 

支持的调用 

create() 、 update() 、 delete() 、 describeSObjects() 、 query() 、 retrieve() 、 getDeleted() 、

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源分组的 ID。由源分组中的用户所有的销售机会触发规则

以获得访问权限 

Opportunity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该值表示允许的共享类型。可能的值有： 
 Read 
 Edit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表示目标用户或分组的 ID。目标用户或分组被赋予访问权限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被改写数量是通过预测层级汇总（true）还是

由 OpportunityOverride 所有者改写（false） 
QuantityInherited 布尔型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PeriodInheri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表明被改写周期是通过预测层级汇总（true）
还 是 由 OpportunityOverride 所 有 者 改 写

（fals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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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使用这些对象来管理特定销售机会的共享规则。常规共享和领域相关共享使用该对象。 

OpportunityPartner 

此该读对象表示 Account 与 Opportunity 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当为一个帐户与一个销售机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创建 Partner 对象

时，将自动创建该对象。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ToId 引用 Filter 

合作伙伴关系中合作伙伴 Account 的 ID。关于 ID 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IsPrimary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帐户是（true）否（false）是销售机会的首要合作伙

伴。标志为 Primary 

OpportunityId 引用 Filter 合作伙伴关系中 Opportunity 的 ID 

Rol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Account 在 Opportunity 上的 UserRole。例如，“Reseller”或

“Manufacturer” 

 

创建一个帐户-销售机会合作伙伴关系 

当在帐户和销售机会之间创建合作伙伴关系时（当创建一个 Partner 对象并指定 OpportunityId 字段时），API 将自动使用对应值创建一

个 OpportunityPartner： 

 Partner 字段 AccountToId 的值映射为 OpportunityPartner 字段 AccountToId 的值。 
 这两个对象中 OpportunityId、Role 和 IsPrimary 字段是相同的。 
 如果在插入新的 OpportunityPartner 时将 IsPrimary 的值设置为 1（true），该销售机会的其他现有首要合作伙伴将自动把

IsPrimary 值设置为 0（false）。 

这种映射允许 API 有效地管理对象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276 

OpportunityShare 

表示 Opportunity 上的一个共享项。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Opportunity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用户或组对销售机会的访问级别。可能的值有： 
 Read 
 Edit 

 All（该值对于 delete()、create()或 update()调
用是无效的） 

该字段必须设置为比组织对销售机会的默认访问级别更高的访

问级别 

Opportunit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该共享项相关的 Opportunity 的 ID。该字段不能更新。更多

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RowCaus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该共享项存在的理由。只读对象。有效值包括： 

 Owner—用户是销售机会的所有人，或者是角色层级中销售

机会所有人之上的一个 UserRole 
 Manual—用户或组拥有访问权限，因为具有“All”访问权

限的用户可以手动与他们共享销售机会 
 Rule—用户或组通过销售机会共享规则获得访问权限 

 ImplicitChild—用户或组可以访问与该 Opportunity
相关的 Account 上的销售机会 

 Team—用户有权访问销售机会，因为他属于销售机会的销

售团队。该销售机会的 OpportunityTeamMember 对象设

置访问级别。更多信息请参阅 OpportunityTeam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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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serOrGroupId 引用 Create 已经获得对销售机会的访问权限的 User 或 Group 的 ID。 

Filter      此字段不能更新 

 

用法 

该对象允许确定哪些用户和组能够查看或编辑由其他用户所有的销售机会。更多信息请参阅“共享”。 

如果您尝试创建一条与现有记录匹配的记录，使用 create()调用更新任意已修改的字段并返回现有记录。 

OpportunityStage 

表示销售渠道中 Opportunity 的阶段，比如 New Lead、Negotiating、Pending、Closed 等。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faultProbability 百分比 Filter 

Nillable 

在结束此销售机会阶段值的特定销售机会的过程中估计信心的默

认百分比。标志为 Probability(%) 

Description 字符串 Filter Ni 

llable 

此销售机会阶段值的说明。其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ForecastCategory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 ckli st 

此销售机会阶段值的默认预测类别。预测类别自动决定了在预测

中如何对销售机会进行跟踪和合计 

ForecastCategoryName 下拉列表 Filter 
在 API 12.0 及更高版本中可用。此销售机会阶段值的默认预测

类别 
IsActiv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此销售机会阶段值是（true）否（false）是活动的。非

活动的销售机会阶段值在下拉列表中不可用，仅仅出于历史的目

的而保留它 

IsClos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此销售机会阶段值是（true）否（false）代表一个已结

束的销售机会。多个销售机会阶段值都可以代表一个已结束的销

售机会。标志为 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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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Won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此销售机会阶段值是（true）否（false）代表一个已成

功的销售机会。多个销售机会阶段值都可以代表一个已成功的

销售机会。标志为 Won 

MasterLabel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此销售机会阶段值的主标记。此显示值是不会转换的内部标记。

其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SortOrd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用于在销售机会阶段下拉列表中对这个值进行排序的数字。这些

数字不保证是连续的，因为一些前面的销售机会阶段值可能已经

被删除 

 

用法 
该对象表示销售机会阶段下拉列表中的一个值，它提供关于 Opportunity 阶段的额外信息，比如它的可能性或预测类别。客户端应用程

序可以在 OpportunityStage 对象上调用 query()，从而获得销售机会阶段下拉列表中值的集合，然后在处理 Opportunity 对象以确定

关于给定销售机会的更多信息时使用这些信息。例如，应用程序可以测试一个给定销售机会是否基于它的 StageName 值和相关

OpportunityStage 对象中的 sWon 属性。 

该对象通过 API 是只读的。如果权限足够，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这些对象上调用 query()和 describeSObjects()。 

OpportunityTeamMember 

表示一个 Opportunity 的销售团队中的一个 User。 

还可以参阅 UserTeamMember，它表示位于另一用户的默认销售团队中的一个 User。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属性 说明

 
字段类型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

标志为 Deleted 
Filter 

Opportunity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Filter                 该团队成员的访问级别。可能的值有： 
Nillable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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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Restricted 
picklist 

 Read 
 Edit 
 All 

Opportunit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与该销售团队相关的 Opportunity 的 ID。该字段不能

更新。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TeamMemberRo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团队成员在销售机会上的角色。有效值由组织的管理员在 Sales 
Team Roles 下拉列表中设置。标志为 Team Role 

Us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属于销售团队成员的 User 的 ID。该字段不能更

新 

 

用法 

如果尝试创建该对象，而且它与一条现有记录相匹配，create()调用将更新任意要修改的字段并返回现有记录。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用户可以为他们拥有的销售机会建立一个销售团队。该销售团队包括处理该销售机会的其他用户。只有已经

启用团队销售功能的组织才可使用该对象。 

注意：当以前的销售机会所有者在销售团队中时，使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改变销售机会所有权的行为是不同的。例如，当使

用 API 改变一个销售机会的所有者时，以前所有者的访问权限将变为只读或您所在组织中给销售机会指定的默认访问权限。然

而，在 Salesforce 中执行相同操作时，如果以前的所有者在销售团队中，允许您为他选择访问级别。 

OpportunityTag 

将一个单词或短语关联到一个 Opportunity。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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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被标记项的 I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的名称。如果该字段的值不存在，则 API 将创建一个新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并使其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则，

一个同名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这

种父子关系是自动建立的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其可能值有两个： 
 Public：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该标记 
 Personal：只有与 OwnerId 匹配的用户才可以查看和操

作该标记 

 

用法 
OpportunityTag 对象保存其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和被标记的 Opportunity 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是一种元数据，用户可以使用 Tag 对象

描述和组织他们的数据。 
在删除标记时，如果该标记的名称未被使用，则同时删除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否则，保留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

象。删除一个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把该对象以及与所有该对象相关的标记项移入回收站。 

关于标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Organization 

该对象表示一个组织的关键配置信息。必须拥有 View All Data 权限才能访问该对象。 

支持的调用 

getUpdated() 

执行一个 SOQL SELECT 查询返回此对象中各个字段的值，但其中有些字段的值不可见。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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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 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llowsSelfServiceLogin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示该组织是（true）否（false）允许自助登录 

City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组织地址所在城市的名称 

ComplianceBccEmail 电子邮件 Filter 

Nillable 

符合盲送副本的电子邮件地址。其最大长度为 80 个

字符 

Country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组织地址所在国家的名称 

DailyWebToCaseCount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当天已经转化为案例的 web 表单提交的数量 

DailyWebToCaseLimit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每天能够转化为案例的 web 表单提交的最大数量 

DailyWebToLeadCount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当天已经转化为销售线索的 web 表单提交的数量 

DailyWebToLeadLimit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每天能够转化为销售线索的 web 表单提交的最大数量 

DefaultAccount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在 API 10.0 及更高版本中，表示帐户、合同和资产的默

认访问级别。可能的值有： 
 None 
 Read 
 Edit 

在 10.0 之前的版本中，

DefaultAccountAndContactAccess 表示这个值 

DefaultAccountAndContact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帐户、合同和资产的默认访问级别。支持该字段仅为了满

足向后兼容性，在 API 10.0 或更高版本中不可用。在

API 10.0 及更高版本中，使用 DefaultAccountAccess 
或 DefaultContact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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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 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faultCalendar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日历的默认访问级别。下面列出了可能的值，后面括号中

是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标记： 
 HideDetails (Hide Details) 
 HideDetailsInsert (Hide Details and Add Events) 
 ShowDetails (Show Details) 
 ShowDetailsInsert (Show Details and Add 

Events) 
 AllowEdits (Full Access) 

DefaultCampaign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活动的默认访问级别。可能的值有： 

 NoneRead 
 Edit 
 All 

DefaultCase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案例的默认访问级别。可能的值有： 

 NoneRead 
 Edit 
 ReadEditTransfer 

DefaultContact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合同的默认访问级别。可能的值有： 

 None 
 Read 
 Edit 
 ControlledByParent 

在 10.0 之 前 的 版 本 中 ，

DefaultAccountAndContactAccess 表示这个值。 

注意：当 DefaultContactAccess 被置为“Controlled by 
Parent”时，不能更新对象的 ContactAccessLevel 字段 

DefaultLead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销售线索的默认访问级别。可能的值有： 

 NoneRead 
 Edit 
 ReadEditTransfer 

DefaultLocaleSidKey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默认归属地 SID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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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 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faultOpportunity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销售机会的默认访问级别。可能的值有： 

 None 
 Read 
 Edit 

DefaultPricebook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价格簿的默认访问级别。下面列出了可能的值，后面括

号中是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标记： 
 None (No access) 
 Read (Read only) 
 ReadSelect (Use) 

DefaultTerritoryAccount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领域中帐户的默认访问级别。可能的值有： 
 Read 
 Edit 
 All 

DefaultTerritoryCase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与领域中帐户相关的案例的默认访问级别。可能的值

有： 
 None 
 Read 
 Edit 

DefaultTerritoryContact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与领域中帐户相关的合同的默认访问级别。可能的值

有： 
 NoneRead 
 Edit 

注意：当 DefaultContactAccess 被置为“Controlled by 
Parent”时，不能更新该字段 

DefaultTerritoryOppAcces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领域中销售机会的默认访问级别。可能的值有： 
 NoneRead 
 Edit 

Division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组织的部门名称。该字段与 Division 对象无关 

Fax 电话 Filter 

Nillable 

传真号码。其 大长度为 40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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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 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pdate  
FiscalYearStartMonth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对应于企业财年的起始月份的数字 

HomepageHtml 文本区域 Nillable 

Update 

该组织的主页选项卡自定义链接和公司消息 

LanguageLocaleKey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语言归属地键 

LastWebToCase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web 表单提交被转换为 case 的 后日期 

LastWebToLead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web 表单提交被转换为销售线索的 后日期 

MaxActionsPerRule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每条工作流、任务、上报和自动响应规则的 大操作数。 

该字段在 15.0 及更高版本中不可用 

MaxRulesPerEntity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每个对象，包括工作流、任务、上报和自动响应规则的

大规则数量。 

该字段在 15.0 及更高版本中不可用 

Name 字符串 Filter 

idLookup 

Update 

组织的名称 

Organization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组织的版本，例如 Enterprise Edition 或 Unlimited 
Edition 

Phone 电话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组织的电话号码 

PostalCod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组织地址的邮政编码。其 大长度为 20 个字符 

PreferencesEventScheduler 布尔型 Update 表明销售机会是（true）否（false）需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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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PreferencesRequireOpportunityPro   布尔型 Update 

ducts 

表明销售机会是（true）否（false）需要产品 

PrimaryContact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组织首要合同的名称。其最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 

ReceivesAdminInfoEmails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组织是（true）否（false）接收 Salesforce 管

理员的电子邮件 

ReceivesInfoEmails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组织是（ true ）否（ false）接收来自

Salesforce 的情报电子邮件 

SelfServiceCasePlural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于表示自助门户中 Case 对象的术语的复数版本 

SelfServiceCaseSingl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于表示自助门户中 Case 对象的术语的单数版本 

SelfServiceCaseSubmitRecordType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通过自助门户提交的 case 相关的记录类型的

ID。 

SelfServicDefaultCaseOrigin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通过自助门户提交的案例的默认来源 

SelfServiceEmailSenderAddress email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发送新的自助用户和密码电子邮件消息的自助电子邮件地

址，比如“support@acme.com” 

SelfServiceEmailSenderNam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 SelfServiceEmailSenderAddress 字段中电子邮件地

址相关的名称，比如“Acme Customer Support” 

SelfServiceEmailUserOnCaseCreatio
nTemplate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当自助用户创建案例时用于给他们的电子邮件模板发送电

子邮件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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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SelfServiceEnabledForResponseRules 布尔型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表示自助门户是（true）否（false）启用了自动响应

规则 

SelfServiceFeatureConfig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表示该组织的活动自助功能配置的一个整数 

SelfServiceLogoutUrl url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显示自助用户何时从自助门户注销的 Web 页面 

SelfServiceMaxNumSuggestions 整型值 Filter 

Ni llable 

Update 

一个自助案例允许的建议解决方案的 大数量 

SelfServiceNewCommentCheckedByDe 布 尔 型

fault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示当有一个新的案例注释被自动选中时，复选框是 否给

客户发送通知 

SelfServiceNewCommentTemplate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当给自助用户的案例之一添加公共注释时，用于给这些用

户发送通知的电子邮件模板的 ID 

SelfServiceNewPassTemplate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Updat

当为自助用户生成新密码时使用的电子邮件模板的 ID 

SelfServiceNewUserTemplate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当启用新的自助用户时使用的电子邮件模板的 ID 

SelfServicePageHeight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自助页面的 大高度（像素） 

SelfServicePageWidth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自助页面的 大宽度（像素） 

SelfServiceSelfClosedCaseStatu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由自助用户关闭的案例的默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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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pdate  
SelfServiceSolutionCategoryAvailabl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示解决方案类别在自助门户中是（ true ）否

（false）可用 

SelfServiceSolutionCategorySta 引用      Filter 
rtNodeId 

Nillable 

Update 

自助门户中顶级类别的 ID 

SelfServiceSolutionPlural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于表示自助门户中 Solution 对象的术语的复数版本 

SelfServiceSolutionSingl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于表示自助门户中 Solution 对象的术语的单数版本 

SelfServiceStyleSheetUrl url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组织的自助门户样式表的公共 URL 

SelfServiceWelcomePageConfig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表示自助门户的欢迎页面配置的整数 

SelfServiceWelcomeText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当自助用户登录时，显示在自助主页顶部的自定义欢迎消

息。其 大长度为 32000 个字符 

Stat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组织地址的状态。其 大长度为 20 个字符 

Street 文本区域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组织的街道地址。其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TrialExpiration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该组织的试用许可证的到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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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iSkin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为组织选择的用户界面主题 

UsesStartDateAsFiscalYearNam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是（true）否（false）把财年开始的日历年作

为公司的财年。例如，如果财年开始于 2006 年 2 月，

true 值表示公司的财年为 2006 年 2 月，而 false 值

表示公司的财年为 2007 年 2 月 

UsesWebToCase 布尔型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表明该组织是（false）否（true）能够

使用 Web-to-Case 功能 

UsesWebToLead 布尔型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表明该组织是（false）否（true）能够

使用 Web-to-Lead 功能 

WebToCaseAssignedEmailTemplate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当通过 Web-to-Case 给用户分配一个新案例时，使用的电

子邮件模板的 ID 

WebToCaseCreatedEmailTemplate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当通过 Web-to-Case 创建一个新案例时，使用的电子邮件

模板的 ID 

WebToCaseDefaultCreator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指定为通过 Web-to-Case 创建的案例的默认创建者的用

户 ID 

WebToCaseDefaultOrigin 
字符串 Filter 

Ni llable 

Update 

通过 Web-to-Case 提交的案例的 Case Origin 字段的默

认值。其 大长度为 40 个字符 

 

用法 
查询此对象以获得关于一个组织的设置的信息。每个组织只能存在一个 organization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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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WideEmailAddress 

表示用户配置的企业内电子邮件地址。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update()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ddress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企业内的电子邮件地址 

IsAllowAllProfiles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如果为 true，组织中的任意用户配置都可以使用该对象。如

果为 false，则只有指定的用户配置才能在发送电子邮件时使

用该对象。如果没有正确的用户配置，就不能使用该对象 

Display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用于识别电子邮件发送者的名称 

 

用法 

该 对 象 表 示 用 户 配 置 的 一 个 电 子 邮 件 别 名 。 对 SingleEmailMessage 调 用 sendEmail()时 ， 可 以 把 ID 传 递 给

OrgWideEmailAddress 记录。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Organization-Wide Addresses。 

Partner 

表示两个 Accounts 或一个 Opportunity 和一个 Account 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注意：该对象与 PRM Portal 功能是完全独立的，而且截然不同。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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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访问规则 

 必须拥有 View All Data 权限才能通过 API 访问该对象。在 describeSObjects()和 query()调用中可以访问所有字段。不能

通过 API update()或 upsert()合作伙伴。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Fro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如果 OpportunityId 为 null，则该字段是必需的。两个帐户之间

的合作伙伴关系中主 Account 的 ID。调用 create()时指定该

字段将创建两个 AccountPartner 对象，分别用于关系的两个方

向。如果您指定了 OpportunityId 字段，就不能指定该字段。关

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AccountTo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与一个销售机会或帐户相关的 Partner Account 的

ID。创建 Opportunity Partner 或 Account Partner 时必须指定该

字段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IsPrimary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只对 Opportunity Partners 有效。 

表明帐户是销售机会的主要合作伙伴。对于一个帐户，只能有一

个帐户被标记为主要帐户。如果在插入一个新销售机会合作伙伴

时将该字段置为 1（true），则该销售机会的任意其他主要合

作伙伴都将自动把该字段置为 0（false）。 

标志为 Primary 

Opportunit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如果 AccountFromId 为 null，则该字段是必需的。一个 Account
与一个 Opportunity 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中 Opportunity 的 ID。

调用 create()时指定该字段将创建一个 OpportunityPartner 对
象。如果指定了 AccountFromId 字段，就不能指定该字段。关

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Ro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帐户在相关销售机会或帐户上的 UserRole（例如，顾问或发行

人） 

 

角色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系统管理员可以设置有效的角色值以及它们在 PartnerRole 对象中对应的反向角色值。 
关系中的每个帐户都被赋予一个 Role（比如“Consultant”或“Distributor”），用于指定该帐户在相关帐户或销售机会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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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帐户-销售机会合作伙伴关系 
当您在一个帐户和一个销售机会之间创建合作伙伴关系时（即当您创建一个 Partner 对象并指定 OpportunityId 字段时），API 将自动使

用对应值创建一个 OpportunityPartner ： 

 Partner 字段 AccountToId 的值映射为 OpportunityPartner 字段 AccountToId 的值。 
 这两个对象中 OpportunityId、Role 和 IsPrimary 字段的值均相同。 
 如果您在插入一个新 OpportunityPartner 时将 Primary 的值置为 1（true），则该销售机会的其他现有主要合作伙伴都将自动把

IsPrimary 的值置为 0（false）。 

这种映射允许 API 有效地管理对象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创建一个帐户-帐户合作伙伴关系 

当您在两个帐户之间创建合作伙伴关系时（即当您创建一个 Partner 对象并指定 AccountFromId 字段时），API 将自动创建两个

AccountPartner 对象，一个用于向前的关系，另一个用于反向的关系。例如，如果使用“Acme, Inc.”作为 AccountFromId，而使用

“Acme Consulting”作为 AccountToId 创建一个对象，API 将自动创建两个 AccountPartner 对象： 

 对于向前关系 AccountPartner 而言，“Acme, Inc.”作为 AccountFromId，而“Acme Consulting”作为 AccountToId。 

 对于反向关系 AccountPartner 而言，“Acme Consulting”作为 AccountFromId，而“Acme, Inc.”作为 AccountToId。 

 反向关系 AccountPartner 中的 Role 字段的值被置为与向前关系 AccountPartner 中 Role 字段的值相关的 PartnerRole 对象 ReverseRole 值。

这种映射允许 API 有效地管理对象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表示 Salesforce 组织之间一个 Salesforce 到 Salesforce 的连接。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nectionName 字符串 Filter 

idLookup 

连接的一个说明性名称。其 大长度为 225 个字符 

Contac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此连接相关的 Contact。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

段类型” 

Accou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此连接相关的 Account 的 ID 

PrimaryContactId 引用 Filter 与此连接相关的 User 的 ID 



 

 292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nectionStatus 下拉列表 Filter 值的下拉列表。此下拉列表包含以下值： 

 Sent 
 Received 
 Pending 
 Accepted 
 Rejected 
 Inactive 

Response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连接被接受或拒绝的日期与时间 

Created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连接被创建的日期与时间 
 

用法 

表示 Salesforce 到 Salesforce 连接。此对象由已经与其他组织共享的销售线索、销售机会、帐户、合同、任务、产品、销售机会产品和

自定义对象引用，能够用于确定哪些连接与您共享记录。如果组织不支持 Salesforce 到 Salesforce 连接，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对象将不可用，而且不能通过 API 访问它。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表示 Salesforce 组织之间使用 Salesforce 到 Salesforce 连接共享的一条记录。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nection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必需字段。共享记录的连接的 ID 

End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记录共享的停止日 

LocalRecord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共享记录的 ID 

ParentRecord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共享记录的父记录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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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PartnerRecor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在连接的组织中共享记录的 ID 

RelatedRecords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要与父记录共享的子记录的 API 名称列表，使用逗号分隔

SendClosedTasks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转发与共享记录相关的已关闭任务 

SendEmails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发送一封电子邮件，通知连接的代表您已经将记录转发给

他们。只有记录的新收件人会收到通知电子邮件 

SendOpenTasks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转发与共享记录相关的已打开任务 

Start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共享记录的接受日期 

Statu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共享记录的状态，为以下值之一： 

 Active (received) 

 Active (sent) 

 Connected 
 Inactive 

 Inactive (converted)  

 Inactive (deleted) 

 Pending (sent)  

 

用法 

当您 create()一个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时，将把记录转发给一个连接。 

注意：尝试将一条记录从一个对象转发给没有订阅的连接，将引发 Invalid Partner Network Status 错误。 

当 delete()一个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时，将停止与一个连接共享记录。 

 要共享一条记录，使用以下字段：LocalRecordID 和 Connect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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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共享一条父记录的子记录，使用以下字段：LocalRecordID、ConnectionId 和 ParentRecordID 
 要共享一条父记录的子记录及子记录的子记录，使用以下字段：LocalRecordID、ConnectionId、ParentRecordID 和

RelatedRecords 

如果组织不支持 Salesforce 到 Salesforce 连接，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对象将不可用，不能使用 API 访问它。 

示例代码—Apex 

下面的示例说明了如何转发一条记录。 
List<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connMap = new List<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 select 
Id, ConnectionStatus, ConnectionName from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where 
ConnectionStatus = 'Accepted']); 
for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network : connMap) {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newrecord = new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newrecord.ConnectionId = network. Id; 
newrecord.LocalRecordId = accountId; 
newrecord.RelatedRecords = 
'Contact,Opportunity,Orders__c'; 
newrecord.SendClosedTasks = 
true; newrecord.SendOpenTasks = 
true; newrecord.SendEmails = 
true; 

insert newrecord; 
} 

下面的示例说明了如何停止共享一条记录。 
List<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recordConns = new 
List<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 select Id, Status, ConnectionId, LocalRecordId 
from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where LocalRecordId in :accounts]); 

for(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recordConn : recordConns) 
{ if(recordConn.Status.equalsignorecase ('Sent') ){ //account is connected - 
outbound delete nets; 

} 
} 

PartnerRole 

代表一个帐户 Partner 的一个角色，比如顾问、供应商等。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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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MasterLabel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该合作伙伴角色值的主标记。该显示值是不会被转换的内部标

记。 多为 255 个字符 

ReverseRol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对应于该合作伙伴角色的反向角色名称。例如，如果角色是

“ subcontractor ” ， 那 么 反 向 角 色 就 是 “ general 
contractor”。在用户界面中，给帐户指派一个合作伙伴角色将

创建一个反向合作伙伴关系，这样两个帐户都会列出对方作为合

作伙伴 

SortOrd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用于在合作伙伴角色下拉列表中对此值进行排序的数字。这些数

字不保证是连续的，因为一些以前的合作伙伴角色值可能已经被

删除  

用法 
该对象表示合作伙伴角色下拉列表中的一个值。合作伙伴角色下拉列表提供关于 Partner 的角色的额外信息，比如对应的反向角

色。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该对象上调用 query()，以获得合作伙伴角色下拉列表中值的集合，然后在处理 PartnerRole 对象以

确定关于给定合作伙伴角色的更多信息时使用这些信息。例如，应用程序可以确定给定 Partner Role 值的反向角色和相关

PartnerRole 对象中 ReverseRole 属性的值。 

该对象是通过 API 只读的。如果权限足够，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该对象上调用 query()和

describeSObjects()。 

Period 

表示一个财务期。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属性 说明字段类型 

EndDate 日期 Filter 财务期的 后日期 

IsForecastPeriod 布尔型                                 Defaulted                                    表明财务期是（true）否（false）与自定

义的预测相关 on creat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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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umb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如果财年的季度或月份的标号模式是数字编号，则该字段表示行

的相关数字 

PeriodLabel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如果财年中的月份使用的是自定义名称，那么该字段包含类型为

Month 的行的正确名称 

QuarterLabel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如果财年中的季度使用的是自定义名称，那么该字段包含类型为

Quarter 的行的正确名称 

StartDate 日期 Filter 财务期的起始日期 

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表明财务期的类型是 Month、Quarter、Week 还是 Year。
标志为字段值 

 

用法 

这是一个与 FiscalYearSettings 相关的只读对象。 

Pricebook2 
表示包含您的企业销售产品列表的价格簿。 

注意：在这个版本中，价格簿由对象 Pricebook2 表示。Pricebook 对象不再可用。 

 

 

支持的调用 

create() 、 update() 、 delete() 、 describeSObjects() 、 query() 、 retrieve() 、 getDeleted() 、

getUpdated()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Nillable  

Filter 
Update 

该对象的文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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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 该对象 是（ true ）否（ false ）是 活动的。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的很多区域内，非活动对象都是隐藏的。如

有必要，随时可以修改该字段的值。标志为 Active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IsStandar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是（true）否（false）是组织的标准价格簿。

每个组织都有一本标准的价格簿——所有其他的价格簿都是自定

义价格簿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该对象的名称。该字段对于标准价格簿是只读的。标

志为 Price Book Name 

 

用法 
价格簿就是组织销售的产品的一个列表： 

 每个组织都有一本标准的价格簿，用于定义它销售的每种产品或服务的标准或一般列表价格。 

 一个组织可以有多本自定义的价格簿，用于专门的用途，比如折扣价格簿、针对不同渠道或市场的价格簿、用于选择帐户或销售机

会的价格簿，等等。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 create()、delete()和 update()任意自定义价格簿，但只能 update()标准价格

簿。 
 对于某些组织，标准价格簿可能是它们需要的唯一价格簿，但如果您需要建立进一步的价格簿，可以当在自定义价格簿中建立列

表价格时参考标准价格簿。 

使用该对象查询已经为组织配置好的标准与自定义价格簿。该对象的一种常见用途是允许客户端应用程序在通过 API 配置

PricebookEntry 记录时，用于获得有效的 Pricebook2 对象 ID。 

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 PricebookEntry 对象上执行以下任务： 

 query() 

 create()标准价格簿或自定义价格簿 
 update() 

 delete() 
 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修改 IsActive 字段 

PriceBook2、Product2 和 PricebookEntry 的关系  

在 API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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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簿由 Pricebook2 对象表示（Pricebook 对象不再可用）。 
 产品由 Product2 对象表示（Product 对象从 8.0 版本开始不再可用）。 
 每本价格簿包含 0 或多个项（由 PricebookEntry 对象表示），它们用于指定与该价格簿相关的产品。一个价格簿项定义了以特定

币种销售某种产品的价格。 

该对象只为那些已经启用产品作为一项功能的组织定义。如果组织不支持产品功能，Pricebook2 对象就不会出现在

describeGlobal()调用中，也不能通过 API 访问它。 

如果删除一个 Pricebook2，而一个项目引用了该价格簿中的 PricebookEntry，该项目不会受到影响，但该 Pricebook2 将被存档且在

API 中不再可用。 

要查看和 Pricebook2 其他对象之间关系的可视图，请参阅“产品和计划对象”。 

建立价格簿 

通过 API 建立一本价格簿的过程是： 

1. 开始，将产品数据从您的组织加载到 Product2 对象中（对您想要添加的每种产品调用 create()）。 
2. 为每个 Product2 对象创建一个将 Product2 对象链接到标准 Pricebook2 的 PricebookEntry。在为一种产品在自定义价格簿中定

义一个指定币种（如果您已经启用了多币种）的价格之前，需要为该产品定义一个相同币种的标准价格。 
3. 创建一个自定义 Pricebook2。 
4. 查询 Pricebook2 对象以获得它们的 ID。 
5. 对于每个 Pricebook2 对象，为您想添加的每个 Product2 创建一个 PricebookEntry，并根据需要为每个 PricebookEntry 指定唯

一属性（比如 UnitPrice 和 CurrencyIsoCode）。 

代码示例 

//Create a custom pricebook 
Pricebook2 pb = new Pricebook2(); 
pb.setName("Custom Pricebok"); 
pb.setIsActive (true); 
SaveResult[] saveResults = binding.create (new SObject[]{pb} ); 

// Create a new product 
Product2 product = new Product2(); 
product.setIsActive (true); 
product.setName ("Product"); 
SaveResult[] saveResults = binding.create (new SObject[]{product}); 

// Add product to standard pricebook 
QueryResult result = binding.query("select Id from Pricebook2 where isStandard=true"); 
SObject[] records = result.getRecords(); 
String stdPbId = records[ 0] .getId(); 

// Create a pricebook entry for standard pricebook 
PricebookEntry pbe = new PricebookEntry(); 
pbe . setPricebook2Id 
(stdPbId); pbe . setProduct2Id 
(product. Id); pbe.setIsActive 
(true); 
// set currency isocode if multicurrency is enabled 
pbe . setCurrencyIsoCode 
("EUR"); 
pbe.setUnitPrice(100j; 
SaveResult[] saveResults = binding.create (new SObject[]{pbe}); 

// Create a pricebook entry for custom pricebook 
PricebookEntry pbe = new PricebookEntry(); 
pbe . setPricebook2 Id (pb. Id); 
pbe . setProduct2Id (product.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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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e.setIsActive (true); 
// set currency isocode if multicurrency is enabled 
pbe . setCurrencyIsoCode ("EUR"); 
pbe.setUnitPrice(100j; 
SaveResult[] saveResults = binding.create (new SObject[]{pbe}); 

PricebookEntry 
表示价格簿中的一个产品项（一个 Pricebook2 与 Product2 之间的关联）。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urrencyIsoCod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只对支持多币种特性的组织可用。包含组织允许使用的任意

币种的 ISO 代码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对象是（true）否（false）是活动的。尽管不能

delete() PricebookEntry 对象，但是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将

此标志置为 false。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的很多区域内，

非活动的 PricebookEntry 对象都是隐藏的。如有必要，随时可

以在 PricebookEntry 对象上修改此字段的值。标志为 Active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Nam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该 PricebookEntry 对象的名称。该只读字段引用了 Product2 对

象的 Name 字段中的值。标志为 Product Name 

Pricebook2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与该对象关联的 Pricebook2 对象的 ID。该字段必须

在 create()调用中指定。不能在 update()调用中修改它。

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Product2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与该对象关联的 Product2 对象的 ID。该字段必须在

create()调用中指定。不能在 update()调用中修改它。关

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ProductCod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该对象的产品代码。该只读字段引用了相关 Product2 对象的

ProductCode 字段中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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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使用该对象定义组织的产品（Product2）和组织的标准价格簿或其他自定义价格簿（Pricebook2）之间的关联。为 Pricebook2 中

产品的每个标准或自定义价格和币种组合创建一条 PricebookEntry 记录。 

当客户端应用程序调用 create()时，它必须指定相关 Pricebook2 对象和 Product2 对象的 ID。一旦创建完毕，客户端应用程序就再

也不能更新这些 ID。 

该对象只为那些已经启用产品作为一项功能的组织定义。如果组织不支持产品功能，PricebookEntry 对象就不会出现在

describeGlobal()调用中，也不能访问它。 

如果删除一个 PricebookEntry，而一个项目引用了它，该项目不会受到影响，但该 PricebookEntry 将被存档且在 API 中再不可用。 

必须在获得准许加载一种产品的自定义价格之前加载该产品的标准价格。 

要查看 PricebookEntry 和其他对象之间关系的可视图，请参阅“产品和计划对象”和“PriceBook2、Product2 和

PricebookEntry 关系”。 

ProcessInstance 

表示一个端到端审批流程的一个实例。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此对象。 

布尔型 UseStandardPrice 

字段 字段属性                  说明 字段类型 

Create 

Filter 

Update

货币 UnitPrice 必 需 字 段 。 该 对 象 的 单 位 价 格 。 只 有

UseStandardPrice 设置为 false 时才能指定值。

标志为 List Price 

表明该对象是（ true）否（ false）使用在标准

Pricebook2 对 象 中 定 义 的 标 准 价 格 。 如 果 设 置 为

（true），则 UnitPrice 字段为只读，同时值将与标准

价格簿中的相应 PricebookEntry 中的 UnitPrice 相同

（也就是说，PricebookEntry对象的Pricebook2Id 指标准

价格簿，而Product2Id 和 CurrencyIsoCode 与此

对象的相同）。对于与标准 Pricebook2 对象相关的

PricebookEntry 对象，必须把该字段设置为 true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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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

标志为 Deleted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此 审 批 实 例 的 状 态 ， 例 如 Started 、 Pending 或

Approved 

TargetObj e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受此审批实例影响的对象的 ID 

 

用法 

使用该对象创建一个审批流程。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What Are Approval Processes?和 Managing 
Approval Processes。 

ProcessInstanceHistory 

该只读对象包含关于审批流程（ProcessInstance）当前状态的信息。 

支持的调用 

describeGlobal()、describeSObject()、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此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属性 说明

 
字段类型 

ActorId 引用 Filter
当前分配给此 ProcessInstance的用户的 ID 

Comments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来自ProcessInstance 中任意 ProcessInstanceStep 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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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IsPending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 明 ProcessInstance 已 处 理 （ true ） 还 是 未 处 理

（false） 

OriginalActorId 引用 Filter 
原来被分配 ProcessInstance 的用户的 ID 

ProcessInstanceId 引用 Filter ProcessInstance 的 ID 

RemindersSent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已经发送的提醒数量。默认值是 0（零） 

StepStatus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表示 ProcessInstanceStep 的当前状态 

TargetObjec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被审批对象的 ID 

 

用法 

要检索该对象，在一个对象上发起一次说明调用，这将返回自从对象被创建以来每个 ProcessInstance 的查询结果。不能使用

query()。 

此对象表示父对象上的字段级安全性。 

ProcessInstanceStep 

表示审批流程（ProcessInstance）中的一个步骤。 

支持的调用 

query()、 retrieve()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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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to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当前被指派到此审批步骤的用户的 ID 

Comments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其 大长度 4,000 个字节 

OriginalActo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原来被指派到此审批步骤的用户的 ID 

ProcessInstanc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此审批步骤所属的 ProcessInstance 的 ID 

Step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此审批步骤的当前状态，例如 Pending 或 Approved。 

如果审批步骤需要一致通过，但有一位审批人反对请求，其他审

批人的该字段的值将变为 NoResponse。同样地，如果审批基于

第一响应而且审批人做出了响应，其他审批人的该字段的值变为

NoResponse 

 

用法 

创建、查询或检索审批流程（ProcessInstance）中的一个新步骤。 

ProcessI nstanceWorkitem 

表示一个用户的未处理审批请求。 

支持的调用 

query()、 retrieve()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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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to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当前负责审批此审批请求的用户的 ID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OriginalActo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原来被指派此审批请求的用户的 ID 

ProcessInstanc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与该审批请求相关的 ProcessInstance 的 ID 

 

用法 

使用该对象管理用户的未决审批请求。 

Product2 

表示组织销售的一种产品。 

注意：产品由 Product2 对象表示。Product 对象不再可用。 

支持的调用 
create() 、 update() 、 delete() 、 query() 、 search() 、 retrieve() 、 getDeleted() 、

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upsert() 

 



 

 305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nUseQuantitySchedul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产品是（true）否（false）有数量计划。标志为
Quantity Scheduling Enabled 

 

CanUseRevenueSchedul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产品是（true）否（false）有收入计划。标志为

 Revenue Scheduling Enabled 

ConnectionReceive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组织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 
该字段仅在已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的情况下可

用 

ConnectionSe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段仅在

已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的情况下可用。在 API 
15.0 版中，不再支持 ConnectionSentId 字段。

ConnectionSentId 字段仍然可见，但是值为空。可以使用新

的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对象将记录转发到连接
 

CurrencyIsoCod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只对支持多币种功能的组织可用。 
包含组织允许使用的任意币种的 ISO 代码 

DefaultPrice 货币 Create 

Filter 
Update 

该记录的默认价格。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记录的文本说明。标志为 Product Description 

 

Family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与该记录相关的产品系列的名称。 
该产品系列被配置为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的下拉列表。要获得有效值的列表，

调用 describeSObjects()，并处理与 Family 字段相关

的值。标志为 Product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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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该对象是（true）否（false）是活

动的。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的很多区域

内，Product2s 对象都是隐藏的。如有必要，

随时可以修改 IsActive 标志的值。标志为

Active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 明 记 录 已 被 （ true ） 或 未 被

（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该记录的默认名称。标志为

Product Name 

NumberOfQuantityInstallments 整型值 Filter Ni 

llable 

如果产品有数量计划，表示安装的数量。 

NumberofRevenueInstallments 整型值 Filter Ni 

llable 

如果产品有收入计划，表示安装的数量 

ProductCod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记录的默认产品代码。产品代码的命名模

式由组织定义 

QuantityInstallmentPeriod 下拉列表 Filter Ni 
llable 

Restricte
d picklist 

如果产品有数量计划，表示计划覆盖的时间

段 

QuantitySchedule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
d picklist 

如果产品有质量计划，表示质量计划的类

型 

Revenue InstallmentPeriod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
d picklist 

如果产品有收入计划，表示计划覆盖的时间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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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RevenueS chedule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如果产品有收入计划，表示收入计划的类

型 

ConnectionReceive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 组 织 共 享 该 记 录 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段仅

在已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的情

况下可用。
Connecti onSe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 。 该 字 段 仅 在 已 启 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的情况下可用。在 API 15.0
版中，不再支持 ConnectionSentId 字段。

ConnectionSentId 字段仍然可见，但是值为

空 。 可 以 使 用 新 的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对象将记

录转发到连接 

 

计划字段 
该对象有几个只用于计划的字段（例如 annuities）。API 支持该对象上的数量与收入计划。计划只对那些已经启用产品和计划功能的

组织可用。如果组织没有计划功能，计划字段不会出现在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而且不能 query()、create()或 update()

这些字段。  

计划启用标志 
启 用 计 划 功 能 时 ， 组 织 可 以 确 定 是 启 用 数 量 计 划 、 收 入 计 划 还 是 同 时 启 用 二 者 。 另 外 ， 可 以 使 用 API ， 通 过

CanUseQuantitySchedule 和 CanUseRevenueSchedule 标志在产品级别上控制数量与收入计划。如果任一标志值为 true，表示

产品和任意 OpportunityLineItems 能够有一个该类型的计划。这些标志可以通过 create()或 update()调用设置。 

默认计划字段 

该对象其余的计划字段定义默认计划。默认计划值用于在为 Product 创建 OpportunityLineItem 时创建一个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默认计划字段支持以下有效值（所有字段也是 nillable）。 
 
字段 有效值 

RevenueS cheduleType Divide、Repeat 

RevenueInstallmentPeriod Daily、Weekly、Monthly、Quarterly、Yearly 

NumberOfRevenue Installments 1 到 150 之间的整数 

QuantityScheduleType Divide、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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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试图通过 create()或 update()调用设置计划字段时，API 将应用交叉字段完整性检查。完整性要求是： 

 如果计划类型为 nil，安装周期和安装数量必须是 nil。 
 如果计划类型被置为任意值，安装周期和安装数量必须是 non-nil。 

任何通不过这些完整性检查的 create()或 update()调用都会因出错而遭拒绝。  

这些默认计划字段，以及 CanUseQuantitySchedule 和 CanUseRevenueSchedule，都是受限制的下拉列表 字段，只有当企业支持

计划功能时才可用。 

用法 

使用该对象为组织定义默认的产品信息。该对象以引用方式通过 PricebookEntry 对象与 Pricebook2 对象相关联。同样的产品可以以

不同价格簿中的价格簿项表示。事实上，同样的产品可以在相同价格簿中以不同价格和 /或币种表示多次（作为单独的

PricebookEntry 记录）。在同一本价格簿中，一种产品对于指定币种只能有一个价格。为了在自定义的价格簿中使用，必须把所有标

准价格作为价格簿项添加给标准价格簿。 

可以查询已经为组织配置好的产品。例如，可以在通过 API 配置 PricebookEntry 记录时，允许客户端应用程序获得有效的产品 ID，以

便使用。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 PricebookEntry 对象上执行以下任务： 

 query() 
 create() 标准价格簿或自定义价格簿 
 update() 

 delete() 
 在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修改 IsActive 字段 

该对象只为那些已经启用产品作为一项功能的组织定义。如果组织没有产品功能，该对象不会出现在 describeGlobal()

调用中，而且不能对此对象使用 describeSObjects()或 query()。 

如果尝试通过 API 删除一种产品，但是有一个销售机会使用了该产品，删除将会失败。解决方法是在用户界面中删除该产

品，这种方式允许选择存档该产品。 

要查看 Product2 和其他对象之间关系的可视图，请参阅“产品和计划对象”和“PriceBook2、Product2 和 PricebookEntry
关系”。 

注意：借助 Spring ‘09，当更新子销售机会产品或计划更新父记录时，就会触发销售机会和销售机会产品上的工作流规则、验

证规则和 Apex 触发器。这意味着当更新父记录时，就会执行自定义应用程序逻辑，以确保较高的数据质量并符合组织的业务

策略。 

默认情况下，在 Spring ‘09 发布后签约的所有组织都将看到这种行为。从 09 年 3 月开始，salesforce.com 将开始分阶段开展

New Opportunity Save Behavior 更新。完成之后，您将在 Critical Updates 页面上看到更新。这次更新将对目前没有使用下面

列出的任意自定义内容的组织自动启用。这些客户将被要求对更新进行评审，并采取必要行动在自动激活日期之前启用更新。 

 销售机会数量 

 
字段 有效值 

QuantityInstallmentPeriod Daily、Weekly、Monthly、Quarterly、Yearly  
NumberOfQuantityInstallments                   1 到 150 之间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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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会质量 
 销售机会产品总价 
 销售机会产品单价 
 销售机会产品数量 
 任意销售机会总量总结字段 

某个组织的 New Opportunity Save Behavior 更新被激活后，这种变化将在所有版本的 API 中都有效。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What is the Spring '09 New Opportunity Save Behavior Update?部分。 

Profile 

表示一种配置，它定义了执行不同操作的一组权限，比如查询、添加、更新或删除信息。 

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Managing Profiles 和 User Permissions on Profiles。 

支持的调用 

update()、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此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有效值 

 
Name                        字符串 Filter 

idLookup 

Update 

配置的名称 

PermissionPermissionName    布尔型 Update 
每个字段对应一种权限。如果为 true，指派给该配置的用户

拥有指定权限。字段的数量根据组织和许可证类型的权限而

变化 

UserLicenseID               ID Filter 

Nillable 

与该配置相关的 UserLicense 的 ID 

User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用 户 许 可 证 的 类 别 。 每 个 UserType 与 一 条 或 多 条

UserLicense 记录相关联。每个 UserLicense 与一个或多个配

置相关联。在 API 10.0 及更高版本中，有效值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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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有效值 

 
Restricted 
picklist 

 Standard：Salesforce 用户许可证。该用户类型还包

括 Salesforce Platform 和 Salesforce Platform One
用户许可证。标志为 Standard。 

 PowerPartner：访问权限有限的 PRM 用户，因为这

种用户属于合作伙伴，一般通过合作伙伴门户访问应

用程序。标志为 Partner。 
 CustomerSuccess：访问权限有限的用户，因为这种

用户属于组织的客户，一般通过客户门户访问应用程

序。标志为 Customer Portal User。 

 PowerCustomerSuccess：访问权限有限的用户，因

为这种用户属于组织的客户，一般通过客户门户访问

应用程序。标志为 Customer Portal Manager。 

拥有该许可证类型的用户可以查看和编辑他们直接所有的数

据，或者在客户门户角色层级中位于他们之下的用户所有或

与他们共享的数据。 

UserType 代替了 LicenseType，后者自从 API10.0 版本

以 后 就 不 再 可 用 。 在 API 8.0 和 9.0 版 本 中 ，

LicenseType 仍然可用，且有效值如下： 

 AUL ： Force.com 用 户 许 可 证 。 标 志 为 Apex 
Platform。 

 AUL1：只有一个用户的 Force.com 用户许可证。标

志为 Apex Platform One。 
 Salesforce “ Salesforce 用 户 许 可 证 。 标 志 为

Salesforce。 

 PackageManager “ 可 以 为 Force.com 
AppExchange 创建和处理托管包的用户。标志为

Package Manager。 
 PRM：访问权限有限的用户，因为这种用户属于合作

伙伴，一般通过合作伙伴门户访问应用程序。标志为

Partner. 
 CustomerUser：访问权限有限的用户，因为这种用

户属于组织的客户，一般通过客户门户访问应用程

序。标志为 Customer Portal User。 

 CustomerManager：访问权限有限的用户，因为这种

用户属于组织的客户，一般通过客户门户访问应用程

序。标志为 Customer Portal Manager。 

拥有此许可证类型的用户可以查看和编辑他们直接所有的数

据，或者在客户门户角色层级中位于他们之下的用户所有或

与他们共享的数据 



 

 311 

用法 

使用 Profile 对象 query()组织中当前已配置的用户配置。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Profile 对象获得有效的配置 ID，以便在通过 API
查询或修改用户时使用。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 query()、update()和 delete()Profile 对象。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配置可用于从特定工具指派用户许可证（例如，Force.com Platform 用户许可证或 Salesforce 用户许可

证）。如果一个用户分配到了不同许可证类型的配置，老许可证类型池中的可用许可证数量就会增加，每位用户增加一个，而新的许可

证类型池中也会减少同样的数量。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QuantityForecast 

表示一次基于数量的预测。 

API 还提供基于收入的预测，请参阅 RevenueForecast。 

支持的调用 

create() 、 query() 、 retrieve() 、 getDeleted() 、 getUpdated() 、

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需要 View All Data 权限。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此对象。 

字段 
 
字段 字 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losed 双精度值 Filter Ni 

llable 

只读字段。在此期间结束的销售机会或销售机会项目的

汇总 

Commit 货币 Filter 

Nillable 

所有人的 Commit 合计 

CommitComment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只读字段。当所有者从预测编辑页面上的 Adjusted 
Total 链接编辑其 Commit 合计时输入的注释 

CommitOverride 双精度值 Filter 

Ni llable 

Update 

只读字段。所有者对于他们自己的 My Commit 合

计的改写 

DefaultRollupCommit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所有者的标准 Commit 汇总，包括他们自己

的销售机会和角色层级中的下级用户在预测级别上进行的

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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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 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faultRollupUpside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所有者的标准 Best Case 汇总，包括他们自

己的销售机会和角色层级中的下级用户在预测级别上进行

的改写 
Invalidation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如果不为空，表明代表累计（总）数的

Forecast Override 字段的汇总数字可能不是 新的 
  

ManagerChoiceCommit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只读字段。管理员考虑到委托数量的选择： 

 对所有者的预测使用管理员的默认委托汇总，这将影

响管理员的销售机会预测改写 
 AcceptForecast（默认选择）：接受预测所有者的

Adjusted Total 委托数量，这可能是或不是一次改

写 
 ManagerManualOverride：使用管理员的手动

改写 

 OpportunityOnlyRollup：使用销售机会汇总，包括销

售 机 会 预 测 改 写 ， 但 不 包 括 任 意 预 测 级 别

（Adjusted Total）的改写 

ManagerChoiceUpsid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只读字段。管理员考虑到 佳案例数量的选择： 
 对所有者的预测使用管理员的默认 佳案例汇总，这

将影响管理员的销售机会预测改写 
 AcceptForecast（默认选择）：接受预测所有者的

Adjusted Total 佳案例数量，这可能是或不是一

次改写 
 ManagerManualOverride：使用管理员的手动

改写 

 OpportunityOnlyRollup：使用销售机会汇总，包括销

售 机 会 预 测 改 写 ， 但 不 包 括 任 意 预 测 级 别

（Adjusted Total）的改写 

ManagerClosed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管理员对已关闭的所有者预测的合计，包括任

何由管理员所做的销售机会或销售机会产品改写 

ManagerCommit 货币 Filter 

Nillable 

管理员的 Commit 合计 

ManagerCommitOverride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只读字段。管理员对预测所有者的 Commit 合计的手动

改写。表示改写弹出式窗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理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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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择如何汇总直接报告的预测数量 

ManagerDefaultRollupCommit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管理员对预测所有者的标准 Commit 汇总。表

示改写弹出式窗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理员选择如何汇

总直接报告的预测数量 

ManagerDefaultRollupUpside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管理员对预测所有者的标准 Best Case 汇

总。表示改写弹出式窗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理员选择

如何汇总直接报告的预测数量 

Manager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拥有此预测的用户的直接管理员 ID。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ManagerOpportunityRollupCom
mit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预测所有人在销售机会级别上进行 Commit 汇
总的管理员视图，忽略所有预测改写。表示改写弹出式窗

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理员选择如何汇总直接报告的预

测数量 

ManagerOpportunityRollupUps 
ide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预测所有者在销售机会级别上进行 Best Case
汇总的管理员视图，忽略所有预测改写。表示改写弹出式

窗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理员选择如何汇总直接报告的

预测数量 

ManagerPipeline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管理员对所有者的预测的渠道总计，包括管理员所做的任

意销售机会或销售机会产品改写 

ManagerUps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管理员的 Best Case 总计 

ManagerUpsideOverride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管理员对预测所有者的 Best Case 总计的手动改写。表

示改写弹出式窗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理员选择如何汇

总直接报告的预测数量 

OpportunityRollupClosed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所有者仅对自己的销售机会进行的 Closed 总计 

OpportunityRollupCommit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所有者仅对自己的销售机会进行的 Commit 总计 

OpportunityRollupPipeline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所有者仅对自己的销售机会进行的 Pipeline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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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 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OpportunityRollupUpside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所有者仅对自己的销售机会进行的 Best Case 总计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拥有此预测的 User 的 ID。创建时必需 

Perio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包含 StartDate 的 Period 的 ID 

Pipeline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来自角色层级下级的总体渠道汇总，包括所有人的销售机

会 

ProductFamil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在 Product Family 下拉列表中选择的值，可以通过 Setup 

➤ Customize ➤ Products ➤ Fields 进行配置。如果

已经在 Setup ➤Customize ➤ Forecast ➤ Settings
处选择了“Use Product Families”作为 Forecast Type，
则该字段是相关的。如果没有对产品系列进行预测，或者

如果预测表示与产品系列无关的销售机会，那么该字段为

空。创建时必需 

Quota 双精度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这段时间的配额。可以 create()、 update()、

upsert()和 delete()。需要“Modify All Data””和

“Manage Users”权限。创建时必需 

Start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该预测的起始日期。如果该日期改变，包含此日期的

Period 的 ID 将被写到字段 PeriodId 中。如果不存在，则

创建一个新的 Period 

Ups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所有者的 Best Case 总计 

UpsideComment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所有者编辑其 Best Case 总计时输入的注释 

UpsideOverride 双精度值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只读字段。所有者对他们自己的 My Best Case 总计的改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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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查询该对象以支持基于数量的可自定义预测。 
可以更新一个字段 Quota，这意味着可以批量更新销售用户的配额，而不必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逐个更新它们。编辑 Quota 意味

着可以批量更新销售用户的配额，而不必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逐个更新它们。编辑 Quota 需要 Modify All Data 和 Manage Users
权限。 

汇总字段始终反映由预测所有者或预测所有者在角色层级中的下级之一改写的销售机会和销售机会产品。另外，管理员汇总字段包

括由角色层级中预测所有者的直接管理员所做的改写。 

有些汇总字段忽略了预测级别（Adjusted Total）的改写，但是它们绝不会忽略对于所有者或管理员可见的销售机会预测改写。 

QuantityForecastH istory 

表示与已经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提交（保存）的基于数量的预测相关的历史信息。 

支持的调用 

query() 、 retrieve() 、 getDeleted() 、 getUpdated() 、

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需要 View All Data 权限。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losed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已关闭的预测数量 

Commit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委托的预测数量 

CommitComments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关于委托值的注释 

CommitOverridden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委托值是（true）否（false）被改写 

CurrencyI soCod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只对支持多币种功能的组织可用。包含组织允许使用的任意

币种的 ISO 代码 



 

 316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orecastOverrideId 引用 Filter 

相关预测改写的 ID。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

型”。标志为 Revenue Forecast ID 
Pipelin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预测的渠道数量 

Quota 货币 Filter 

Nillable 

预测的配额数量 

Ups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预测的 佳案例数量 

UpsideComments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关于上升值的注释 

UpsideOverridden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上升值是（true）否（false）被改写 

 

用法 

这是一个特定于可自定义预测的只读对象。 
当用户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提交一个基于数量的预测时，将创建一条新纪录。如果再次提交同样的预测，将添加另外的记录。记

录的 CreatedDate 反映了提交预测的日期。关于可自定义预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该对象反映了父对象上的

字段级安全性。 

QueueSobject 
表示一个队列 Group 和与此队列相关的 sObject 类型之间的映射，包括自定义对象。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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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用法 

使用该对象将一个队列与可与该队列相关联的 sObject 关联起来，包括自定义对象。队列就是 Type 为 Queue 的 Group。 

RecordType 

表示一种记录类型。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Managing Record Types。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此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引用 QueueId Create 
Filter

队列的 ID。关于 ID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下拉列SobjectType Create 
Filter

可以与由QueueId 指定的队列相关联的对象类型的列表 

字段 字段属性 说明字段类型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相关 BusinessProcess的 ID。关于 ID 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引用 BusinessProcessId 

Create 
Filter 

该记录的说明。其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字符串 Description 

字符串 DeveloperName 

Nillable 

Update

Nillable 

Update
 

 

Nillable 

Creat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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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pdate 

必需字段。API 中对象的唯一名称。该名称可能只包含下划

线和文字数字式字符，而且在组织中必须唯一。它必须以一

个字母开头，不包含空格，不以下划线结尾，也不包含两个

连续的下划线。在托管包中，该字段可以防止包安装出现命

名冲突。借助此字段，开发人员可以修改托管包中的对象名

称，而且修改要反映在订阅人的组织中。标志为 Record 
Type Name 

IsActiv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此记录是（true）否（false）是活动的。只有活动的记

录类型才能应用于记录。标志为 Active 

IsPersonTyp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此记 录是（ true）否（ false） 已被指派为一个

PersonAccount。该字段只有在组织启用个人帐户功能时才可

见。关于个人帐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个人帐户记录类型”，

以及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记录类型的标记。其最大长度

为 80 个字符。标志为 Record Type Label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最大长度为 15
个字符。可以使用 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 这种

表示法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

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

况是某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

下，该对象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

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

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为

支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

称空间前缀。 
除非登录用户拥有 Customize Application 权限，否则不能访问

该字段 

Sobject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应用该记录类型的对象，包括自定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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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使用该对象根据不同用户的 Profile，给他们提供不同的 BusinessProcesses 和下拉列表值的子集。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调用

RecordType 对象上的 describeSObjects()和 query()。 

以下对象具有 RecordTypeId 段：Account、 ampaign、 ase、Contact、Contract、Lead、Opportunity 和 Solution。此外还支持自定

义对象。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这些对象的 create()或 update()调用中设置此字段，指定与这些对象相关的一个有效记录类型

ID。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在 RecordType 对象上调用 query()，获得给定对象的有效记录类型 ID 列表。更多信息请参阅

RecordTypeId。 

RecordTypeLocalization 

当组织启用转换工作台时，对象提供对某种记录类型标记的转换。 

支持的调用 

create() 、 update() 、 delete() 、 query() 、 retrieve() 、 describeSObjects() 、 getDeleted() 、

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组织必须使用 Professional、Enterprise、Developer 或 Unlimited Edition，而且要启用转换工作台。 

 要查看该对象，必须拥有“View Setup and Configuration”权限。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Restricted 
picklist 

字段 字段属性 说明

 
字段类型 

该转换标志使用的语言 Create 
Filter

字符串 Languag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NamespacePrefix 与该对象相关的名称空间前缀。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

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都拥有

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 大长度为 15 个字符。可

以使用 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 这种表示

法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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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在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

织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

是某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

该对象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

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为

支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

称空间前缀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与要转换标志相关的 RecordType 的 ID 

Valu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该记录类型的实际已转换标志。标志为 Translation 

 

用法 

使用该对象将记录类型的标志转换为 Salesforce 支持的各种语言。 

RevenueForecast 

表示一个基于收入的预测。 

API 还提供基于数量的预测，请参阅 QuantityForecast。 

支持的调用 

create() 、 create() 、 query() 、 retrieve() 、 update() 、 getDeleted() 、 getUpdated() 、

upsert()、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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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losed 货币 Create 

Filter 

只读字段。这段时间内已经关闭的销售机会或销售机会

项目的汇总 

Commit 货币 Filter 

Nillable 

所有者的 Commit 总计 

CommitComment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只读字段。当所有者从预测编辑页面上的 Adjusted 
Total 链接编辑其 Commit 合计时输入的注释 

CommitOverr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只读字段。所有者对于自己的 My Commit 合计的改

写 

CurrencyIsoCod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只对支持多币种功能的组织可用。包含组织允许使用

的任意币种的 ISO 代码。只能对此字段和 Quota 使用

update()和 upsert() 

DefaultRollupCommit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只读。所有人的标准 Commit 汇总，包括他们自己的销

售机会和来自角色层级中下级用户在预测级别上进行

的改写 

DefaultRollupUps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所有者的标准 Best Case 汇总，包括他们

自己的销售机会和角色层级中的下级用户在预测级别

上进行的改写 

Invalidation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如果不为空，表示代表累计（总）数的

Forecast Override 字段的汇总数字可能不是 新的 

ManagerChoiceCommit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只读字段。管理员考虑到委托数量的选择： 

 DefaultRollup：使用管理员的默认委托汇总，这

将影响管理员的销售机会预测改写 
 AcceptForecast（默认选择）：接受预测所有者

的 Adjusted Total 委托数量，这可能是或不是一

次改写 
 ManagerManualOverride：使用管理员的手动

改写 

 使用销售机会汇总，包括销售机会预测改写，但

不包括任意预测级别（Adjusted Total）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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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ManagerChoiceUpsid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只读字段。管理员考虑到 佳案例数量的选择： 

 DefaultRollup：对所有者的预测使用管理员的默

认 佳案例汇总，这将影响管理员的销售机会预

测改写 
 AcceptForecast（默认选择）：接受预测所有者

的 Adjusted Total 佳案例数量，这可能是或不

是一次改写 
 ManagerManualOverride：使用管理员的手动

改写 

 OpportunityOnlyRollup：使用销售机会汇总，包

括销售机会预测改写，但不包括任意预测级别

（Adjusted Total）的改写 

ManagerClosed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管理员对已关闭的所有者预测的合计，包

括任何由管理员所做的销售机会或销售机会产品改写 

ManagerCommit 货币 Filter 

Nillable 

管理员的 Commit 合计 

ManagerCommitOverr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只读字段。管理员对预测所有者的 Commit 合计的手

动改写。表示改写弹出式窗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

理员选择如何汇总直接报告的预测数量 

ManagerDefaultRollupCommit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管理员对预测所有者的标准 Commit 汇总。

表示改写弹出式窗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理员选择如

何汇总直接报告的预测数量 

ManagerDefaultRollupUps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管理员对预测所有者的标准 Best Case 汇
总。表示改写弹出式窗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理员选

择如何汇总直接报告的预测数量 

Manager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拥有此预测的用户的直接管理员 ID。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ManagerOpportunityRollupCommit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预测所有者在销售机会级别上进行 Commit
汇总的管理员视图，忽略所有预测改写。表示改写弹

出式窗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理员选择如何汇总直

接报告的预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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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ManagerOpportunityRollupUps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预测所有者在销售机会级别上进行 Best Case 汇总的

管理员视图，忽略所有预测改写。表示改写弹出式窗

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理员选择如何汇总直接报告

的预测数量 

ManagerPipelin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管理员对所有者的预测的渠道总计，包括管理员所做

的任意销售机会或销售机会产品改写 

ManagerTerritory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管理员的 UserRole 或 Territory 的 ID 

ManagerUps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管理员的 Best Caset 总计 

ManagerUpsideOverr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管理员对预测所有者的 Best Case 总计的手动改写。

表示改写弹出式窗口中的一个选项，允许管理员选择

如何汇总直接报告的预测数量 

OpportunityRollupClosed 货币 Filter 

Nillable 

所有者仅对自己的销售机会进行的 Closed 总计 

OpportunityRollupCommit 货币 Filter 

Nillable 

所有者仅对自己的销售机会进行的 Commit
总计 

OpportunityRollupPipelin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所有者仅对自己的销售机会进行的 Pipeline
总计。 

OpportunityRollupUps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只读字段。所有者仅对自己的销售机会进行的 Best 
Case 总计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拥有此预测的 User 的 ID。创建时必需 

Perio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包含 StartDate 的 Period 的 ID 

Pipelin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来自角色层级下级的总体渠道汇总，包括所有者的销

售机会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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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ProductFamil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在 Product Family 下拉列表中选择的值，可以通过

Setup ➤ Customize ➤ Products ➤ Fields 进行配

置。如果已经在 Setup ➤ Customize ➤ Forecast 

➤ Settings 处选择了“Use Product Families”作为

Forecast Type，则该字段是相关的。如果没有对产品

系列进行预测，或者如果预测表示与产品系列无关的销

售机会，那么此字段为空。否则，该字段在创建时是必

需的 

Quota 货币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这段时间内的配额。可以 update()和 upsert()该
字段和 CurrencyIsoCode，而对于 Quota 只能使用

create() 和 delete() 。 需 要 “ Modify All 
Data””和“Manage Users”权限。创建时必需 

Start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此预测的起始日期。如果该日期改变，包含该日期的

Period 的周期 ID 将被写到字段 PeriodId 中。如果不

存在，则创建一个新的 Period。创建时必需 

Territor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预测所有者的 UserRole 或 Territory 的 ID。如果启

用 Territory Management，则创建时该字段是必需

的（如果此字段可用） 

Ups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所有者的 Best Case 合计 

UpsideComment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只读字段。所有者编辑其 Best Case 总计时输入的注

释。标志为 Best Case Comment 

UpsideOverr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只读字段。所有者对他们自己的 My Best Case 总计

的改写。标志为 Best Case Override 

 

用法 

查询该对象以支持基于收入的可自定义预测。需要“View All Data”权限。 

还可以更新 CurrencyIsoCode 和 Quota 字段，这意味着可以批量更新销售用户的配额，而不必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逐个更新

它们。编辑 Quota 需要“Modify All Data”和“Manage Users”权限。 

汇总字段始终反映由预测所有者或预测所有者在角色层级中的下级之一改写的销售机会和销售机会产品。另外，管理员汇总字段包

括由角色层级中预测所有者的直接管理员所做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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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汇总字段忽略了预测级别（Adjusted Total）的改写，但是它们绝不会忽略对于所有者或管理员可见的销售机会预测改写。 

RevenueForecastHistory 

表示与已经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提交（保存）的基于收入的预测相关的历史信息。 

支持的调用 

query() 、 retrieve() 、 getDeleted() 、 getUpdated() 、

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需要“View All Data”权限。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losed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已关闭的预测数量 

Commit 货币 Filter 

Nillable 

委托的预测数量 

CommitComments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关于委托值的注释 

CommitOverridden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委托值是（true）否（false）被改写 

CurrencyIsoCode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只对支持多币种功能的组织可用。包含组织允许使用的任意

币种的 ISO 代码 

ForecastOverrideId 引用 Filter 
相关预测改写的 ID。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

型”。标志为 Revenue Forecast ID 
Pipelin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预测的渠道数量 

Quota 货币 Filter 

Nillable 

预测的配额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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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pside 货币 Filter 

Nillable 

预测的 佳案例数量 

UpsideComments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关于上升值的注释 

UpsideOverridden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上升值是（true）否（false）被改写 

 

用法 

这是一个特定于可自定义预测的只读对象 
当用户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提交一个基于收入的预测时，将创建一条新纪录。如果再次提交同样的预测，将添加另外的记录。记

录的 CreatedDate 反映了提交预测的日期。关于可自定义预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该对象反映了父对象上的字

段级安全性。 

Scontrol 
 

 

注意：Salesforce 希望进行 s 控制，包括 Scontrol 对象，该对象在不久的将来还是不可用。我们建议您尽可能将看 s 控件转

向 Visualforce。我们暂时将继续支持 s 控件和 Scontrol 对象。关于我们的支持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PI 支持策略”。 

 

表示一个自定义的 s 控件，它的自定义内容由系统支撑，但由客户端应用程序执行。由于 s 控制可以包含在 Web 浏览器中显示或运行

的任意类型的内容。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Defining Custom S-Controls 部分。 

支持的调用 

create() 、 update() 、 delete() 、 describeSObjects() 、 query() 、 retrieve() 、 getDeleted() 、

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组织必须使用 Enterprise、Developer 或 Unlimited Edition，而且要启用自定义 s 控件。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Binary base64 Create 此自定义 s 控件的二进制内容，比如一个 ActiveX 
Nillable                               控件或 Java 存档。可以在客户端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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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pdate 
调用 create()时创建，但不能在调用 update()时创建。其

大长度为 5 MB 

BodyLength 整型值 Filter 自定义 s 控件的长度。标志为 Binary Length 

ContentSourc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指定 s 控件内容的来源，可以是自定义 HTML、小代码片段（设

计为包含在其他 s 控件内的 s 控件）或 URL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自定义 s-控件的说明 

Developer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API 中对象的唯一名称。该名称可能只包含下划线和文字数字式

字符，而且在组织中必须唯一。它必须以字母开头，不包含空

格，不以下划线结尾，也不包含两个连续的下划线。在托管包

中，该字段可以防止包安装出现命名冲突。借助该字段，开发

人员可以修改托管包中的对象名称，而且修改要反映在订阅人

的组织中。标志为 S-Control Name 

Encoding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字符集编码的下拉列表，包括 ISO-08859-1、UTF-8、EUC、

JIS 、 Shift-JIS 、韩国语（ ks_c_5601-1987 ）、简体中文

（GB2312）和繁体中文（Big5）。 

File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当把自定义 s 控件添加给自定义链接时显示的一个已上传对象。

可以是 Java applet、ActiveX 控件或任意其他类型的所需内容 

HtmlWrapper 文本区域 Create 

Update 

必需字段。当用户查看此自定义 s 控件时要交付的 HTML 页

面。此 HTML 页面可以是自定义 s 控件的全部内容，或者也可

以引用二进制。限制为 1,048,576 个字符。标志为 HTML Body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自定义 s 控件的名称。标志为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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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dLookup 

Nillable 

Update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最大长度为 15
个字符。可以使用 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 这种

表示法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

织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

是某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

该对象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

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为

支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

称空间前缀 

SupportsCaching 布尔型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示 s 控件是（true）否（false）支持缓存 

 

用法 

使用自定义 s 控件管理扩展基本的 Salesforce 应用功能的自定义内容。所有用户均能查看自定义 s 控件，但 create()或 update()自

定义 scontrol 需要 Customize Application 权限。 

ScontrolLocalization 

当组织启用了转换工作台时，可以提供对控件字段标志的转换。关于转换工作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组织必须使用 Professional、Enterprise、Developer 或 Unlimited Edition，而且必须启用转换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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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此对象，必须拥有 View Setup and Configuration 权限。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LanguageLocale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表示地区，用于控制应用程序中显示标志的语言。字符串长度为

2-5 个字符。头两个字符始终是 ISO 语言代码，例如“fr”或

“en”。如果该值进一步受到国家的限定，那么该字符串还有一

个下划线（_）和另一个 ISO 国家代码，例如“US”或

“UK”。例如，美国的字符串是“en_US”，而法语加拿大是

“fr_CA”。 

要查看 Salesforce 支持语言的列表，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

助主题 What languages does Salesforce support?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最大长度为 15
个字符。可以使用 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 这种

表示法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

织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

是某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

该对象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

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为

支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

称空间前缀 

Scontrol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要转换 Scontrol 的 ID 

Valu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scontrol 的实际已转换字段标志。标志为 Translation 



 

 330 

用法 
使用该对象将 scontrol 转换为 Salesforce 支持的语言。启用了转换工作台的用户可以查看 s 控件转换，但是 create()或 update() 
scontrol 转换需要 Customize Application 或 Manage Translation 权限。 

SelfServiceUser 

表示一个自助用户。关于如何实现自助用户的细节，请在

http://na1.salesforce.com/help/doc/en/salesforce_selfservice_implementation_guide.pdf 下载 Self-Service 
Implementation Guide 。此外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Setting Up Self-Service 部分。 

支持的调用 

getUpdated()\ login()、getServerTimestamp()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不能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ontact 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所有自助用户都必须与一个 Contact 相关。该联系人

的电子邮件应该匹配自助用户的电子邮件。该联系人的字段中必

须有一个值，否则将报错。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

类型” 

Email email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使此字段的值和与此相关的 Contact 的电子邮件地址

相同。密码重置和其他系统通信将会被发送到该电子邮件地址 

Firs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自助用户的名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示是（true）否（false）允许自助用户登录到自助门户

中。注意，无法删除自助用户，只能把他们标为非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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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LanguageLocale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这是一个受限制的下拉列表字段。它是用户的主要

语言。自助门户中显示的所有文本均以此种语言显示 

LastLogin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自助用户 后一次登录的日期和时间 

Las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自助用户的姓 

LocaleSid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这是一个受限制的下拉列表字段。该字段的值将影响

到自助门户中值的格式化和解析，特别是数字值。值是两个字母

的代码，用于表示语言，有时还表示语言和国家。该代码要基于

ISO 标准 

Name 字符串 Filter FirstName 和 LastName 的连接。其 大长度为 121 个字符 

SuperUser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此自助用户是（true）否（false）是能够在公司的自主

门户上进行另外访问的超级用户 

TimeZoneSid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这是一个受限制的下拉列表字段。时区将影响到在自

助门户中显示或输入时间时使用的偏移值 

Username 字符串 

Update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该字段包含登录到自助门户时输入的名称。该值在组

织中必须唯一。如果尝试使用一个重复值进行创建或更新，操作

将被拒绝，而且将返回一个错误 

 

用法 
出于安全性理由，不能通过 API 或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查询自助用户密码。然而，API 允许使用 setPassword()和

resetPassword()调用设置和重置自助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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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API 创建 SelfServiceUser 对象时不会引发通知电子邮件的发送。如果要通知用户，必须在创建用户之后给他们发送一封电子邮件 。 

Solution 
表示对客户问题及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详细说明。 

支持的调用 

create() 、 update() 、 delete() 、 describeSObjects() 、 query() 、 search() 、 retrieve() 、

getDeleted()、getUpdated()、upsert()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 Solution 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

标志为 Deleted 

IsHtml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该 Solution 是（true）否（false）是 HTML 解决方案 

IsOutOfDat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自从创建已转换版本以来是（true）否（false）已经更

新主要解决方案的只读字段。注意，该字段不会出现在主要解决

方案的页面布局中 

IsPublished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示该 Solution 是（true）否（false）已经发布。一个解决

方案的已发布状态不会影响它的使用情况，或者是否可以

query()、update()或 delete()它。关于发布解决方案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标志为 Visible in 
Self-Service Portal 

IsPublishedInPublicKb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示该 Solution 是（true）否（false）已经在 Public 
Knowledge Base 中 发布。标志为 Visible in Public 
Knowledge Base 

IsReview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该 Solution 是（true）否（false）已经被审阅。该标记

只能通过 Status 下拉列表间接设置。每个预定义的 Status 值都

表示一个 IsReviewed 值。标志为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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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拥有 Solution 的 User 的 ID。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Parent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主要解决方案的 ID，如果这是主要解决方案的转换 

 

RecordType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与解决方案关联的 RecordType 的 ID 

 

SolutionLanguag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编 写 解 决 方 案 使 用 的 语 言 ， 比 如 “ French ” 或 “ Chinese
（Traditional）” 
 

Solution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如果客户端应用程序创建了一个新的 Solution，同时没有指

定此字段的值，此字段就会使用默认值，即一个连字符号(-)。 

其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标志为 Title 

SolutionNote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该 Solution 记录的细节。其最大长度为 32,000 个字符。 
标志为 Solution Details。 

注意：如果已经启用了 HTML Solutions，在创建或更新对象

之前，都会检验该字段中使用的任何 Update HTML 标记。如果输入了

无效的 HTML，就会抛出错误。在创建或更新对象之前，此字段中使

用的任何 JavaScript 都会被移除。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

助中的 What are HTML Solutions 部分 
SolutionNumber 字符串 Autonumbe

Defaulted 
on create 

创建解决方案时自动分配的一个识别编号。不能直接设置它，也不能

修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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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ilter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解决方案的状态。直接控制 IsReviewed 标志。要获

得 下 拉 列 表 中 的 状 态 值 ， 客 户 端 应 用 程 序 可 以 调 用

SolutionStatus 对象上的 query() 

TimesUsed 整型值 Filter 
该解决方案已经使用的次数。标志为 Num Related Case 

 

用法 

使用该对象管理组织的解决方案知识库。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 create()、update()、delete()和 query()与解决方案相

关的 Attachments。 

SolutionHistory 

表示解决方案字段中值的修改历史。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和 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ield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被修改字段的名称。标志为 Custom Field Definition ID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为

Deleted 

NewValue 任意类型 Nillable 
被修改字段的新值。其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OldValue 任意类型 Nillable 
修改之前字段的 新值。其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SolutionId 引用 Filter Solution 的 ID。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标志为 Solution ID  

用法 
使用该只读对象识别对一个解决方案所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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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象代表父对象上字段级的安全性。 

SolutionStatus 

表示一个 Solution 的状态，比如 Draft、Reviewed 等。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要查看该对象类型中的完整字段列表，请参阅组织的 WSDL 文件和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fault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这是（true）否（false）是下拉列表中默认的解决方案状

态值。只有一个值能作为默认值 

IsReview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示此解决方案状态值是（true）否（false）能代表一个经过

审阅的 Solution。多个解决方案状态值都能代表一个经过审阅的

Solution 

MasterLabel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该解决方案状态值的主标志。该示值是不会被转换的内部标志 

SortOrd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用于在解决方案状态下拉列表中对这个值进行排序的数字。这些

数字不保证是连续的，因为以前的一些解决方案状态值可能已经

被删除 

用法 

该对象表示解决方案状态下拉列表中的一个值。该解决方案状态下拉列表提供关于一个 Solution 的状态的额外信息，比如一个指定的状

态值是代表一个已审阅还是未审阅的解决方案。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此对象上调用 query()，以获得解决方案状态下拉列表中的值

集合，然后在处理 Solution 对象以确定关于指定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时使用这些信息。例如，应用程序可以测试一个给定的案例是否基

于其 Status 值和相关对象中 IsReviewed 属性的值。 

这是一个只读对象。如果权限足够，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这些对象上调用 query()和 describeSObjects()。不能

create()、update()或 delete()这些对象。 

SolutionTag 
将一个单词或短语关联到一个 Solution。 



 

 336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temId 引用 Create 

Filter 

被标记项的 I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的名称。如果该字段的值不存在，则 API 将创建一个新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并使其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否则，

一个同名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对象。这

种父子关系是自动建立的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拥有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其可能值有两个： 
  Public：一个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和操作该标记

 Personal：只有与 OwnerId 匹配的用户才可以查看和操作

该标记 

 

用法 

SolutionTag 对象存储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和被标记的 Solution 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是一种元数据，用户可以使用 Tag 对象描述

和组织他们的数据。 
在删除标记时，如果该标记的名称未被使用，则同时删除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否则，保留该标记的父级 TagDefinition 对象。删除

一个 TagDefinition 对象将把该对象以及与所有该对象相关的标记项移入回收站。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StaticResource 

表示能够在 Visualforce 界面中使用的静态资源。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What is a Static Resource?。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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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Body base64 Create 

Nillable 

Update 

必需字段。编码的文件数据 

BodyLength 整型值 Filter 文件大小（单位为字节） 

ContentTyp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内容的类型。标志为 Mime Type。其最大长度为 120 个字符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静态资源的文本说明。其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必需字段。静态资源的名称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最大长度为 15

个字符。可以使用 namespacePrefix_componentName 这种

表示法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空间前缀可以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在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被设置为该组

织的名称空间前缀，支持该组织的全部对象。例外的情况是

某个对象位于一个已安装的托管包中。在这种情况下，该对

象具有这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而这个已安装

的托管包的名称空间前缀正是软件包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名称空间前缀只能设置为

支持已安装的托管包中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对象都没有名称

空间前缀。 

除非登录用户拥有 Customize Application 权限，否则不能访问

该字段 



 

 338 

用法 

使用静态资源上传可以在界面中引用的内容，包括存档（如.zip 和.jar 文件）、图像、样式表 JavaScript 和其他文件。使用静态资源是

上传文件到 Documents 标记的首选，因为： 

 可以将很多相关文件打包到一个目录层级中，并将该目录层级作为一个.zip 或.jar 文件上传。 
 在页面中引用一个静态资源时，可以使用全局变量通过名称，而不是使用硬编码的文档 ID。 

编码数据 

API 发送和接收的二进制文件数据是以 base64 数据类型进行编码的。在 create()之前，客户端必须对二进制文件数据进行 base64
编码。接收 API 响应时，客户端必须将 base64 数据解码为二进制数据（这种转换通常由 SOAP 客户端为您处理）。 

大的静态资源大小 

create()和 update()调用将静态资源的 大大小限制为 5 MB。一个组织能够拥有的静态资源总计 多为 250 MB。 

 

TagDefinition  
 

定义子 Tag 对象的属性。 

支持的调用 

delete()、describeSObjects() 、query()、retrieve()、search()、undelete() 、update()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ame 字符串 Create 

Nillable 

Update 

标识标记单词或词组 

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可能的值包括： 
 Public：标记可以被组织中所有的用户查看和操作 
 Personal：标记只能被拥有匹配 OwnerId 的用户查看和操作

 
用法 

当为记录创建标记时，将使用相应的 TagDefinition 创建一个关联： 

 

 



 

 339 

 

 如果标记 Name 字段的值是新值，那么将自动新建一个 TagDefinition 记录，并成为该标记的父标记。 
 如果标记 Name 字段的值已经存在于 TagDefinition 中，那么该 TagDefinition 将自动成为该标记的父标记。 

每个 TagDefinition 记录与其子标记之间的关系都是一对多的。 

以下标准对象表示记录的标记： 

 AccountTag 

 AssetTag 

 CampaignTag 

 CaseTag 

 ContactTag 

 ContractTag 

 DocumentTag 

 EventTag 

 LeadTag 

 NoteTag 

 OpportunityTag 

 SolutionTag 

 TaskTag 

 

自定义也可以对自定义对象添加标记。自定义对象有两个下划线后缀，后跟单词标记。例如，在组织的 WSDL 中，名为 Meeting 的自

定义标记相应的标记为 Meeting__tag。Meeting__tag 仅对 Meeting 对象有效。 

TagDefinition 对于许多针对标记记录的操作非常有用。例如，如果您想重命名现有标记，可以搜索相应的 TagDefinition 对象，将其更

新，那么子标记的 Name 值也将发生变化。以下 Java 示例使用词组 West Coast 替换所有的 WC 标记： 

 

public void tagDefinitionSample() { 
QueryResult qr = null; 
try { 

qr = binding.query("SELECT Id，Name FROM TagDefinition WHERE Name = 
'WC'");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getMessage()); 
} 
TagDefinition d = (TagDefinition)qr.getRecords()[ 0] ; 
d.setName ("West Coast"); 
try { 

binding.update (new SObject[ ] { d} );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getMessage()); 
} 

} 

 

当删除标记时，父 TagDefinition 也将被删除（如果该名称不再使用）；否则，父 TagDefinition 将保留。删除的 TagDefinition 将与任

何关联的标记项一起，发送到回收站。 

有关标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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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表示打电话或其他“待办”事项之类的业务活动。在 Salesforce 界面中，任务和 Event 记录通称为活动。 

注意：与调用相关的任务专属于 Salesforce CRM Call Center。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
getUpdated ()、describeSObjects()、upsert()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 count 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相关 Account 的 ID。有关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ActivityDate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任务的到期日。该字段有一个时间戳，始终设置为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UTC)时区的零点。该时间戳不是

相关的；不要试图更改它以适应不同的时区。标志为 Due 
Date。 

注意：无法为再次发生的任务（IsRecurrence 为真）设置

或更新该字段 

CallDisposi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表示给定呼叫的结果，例如“we'll call back”或“call 
unsuccessful”。其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不受字段级安全的限制，可用于任何拥有 Salesforce CRM 
Call Center 的组织的用户 

CallDurationInSeconds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呼叫持续时间（以秒为单位）。 

不受字段级安全的限制，可用于任何拥有 Salesforce CRM 
Call Center 的组织的用户 

CallObject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呼叫中心的名称。其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不受字段级安全的限制，可用于任何拥有 Salesforce CRM 
Call Center 的组织的用户 



 

 341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Call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要回答的呼叫类型：Inbound、Internal 或 Outbound 

ConnectionReceived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组织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段

仅在已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的情况下可用 

ConnectionSent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共享该记录的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的 ID。该字段仅在已

启用 Salesforce to Salesforce 功能的情况下可用。在 API 15.0
版中，不再支持 ConnectionSentId 字段。ConnectionSentId
字 段 仍 然 可 见 ， 但 是 值 为 空 。 可 以 使 用 新 的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对象将记录转发到连接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Nillable 

Update 

任务的文本说明 

IsClos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任务已完成（true）或者未完成（false）。仅通过

Status 下拉列表直接设置。标志为 Closed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 

标志为 Deleted 

IsRecurrenc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任务安排为重复自身（true）还是仅发生一次

（false）。对于更新这是一个只读字段，但对于创建不是。

如果该字段值为真，那么 RecurrenceStartDateOnly、
RecurrenceEndDateOnly、RecurrenceType 和任何与给定重

复类型关联的任务都必须包含在内。请参阅“重复任务” 

IsReminderSet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是（true）否（false）为任务设置了弹出提醒器 

IsVisibleInSel 
fServic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与对象关联的任务是（true）否（false）可在

Customer Portal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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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OwnerId 引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拥有记录的 UserID。有关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

型”，标志为 Assigned To ID 

Priorit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表明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性是高还是低 

RecurrenceActivity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只读。创建时不是必需的。重复任务主记录的 ID。后续重复的值

与该字段相同 

RecurrenceDayOfMonth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一月中重复任务的日子 

RecurrenceDayOfWeekMask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一周中重复任务的日子。该字段包含位掩码。对于一周中的每一

天，对应的值如下： 

 Sunday = 1 
 Monday = 2 
 Tuesday = 4 
 Wednesday = 8 
 Thursday = 16 
 Friday = 32 
 Saturday = 64 

如果是几天，则表示为其数字值之和。例如，星期二和星期四 = 
4 + 16 = 20 

RecurrenceEndDateOnly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上一次重复任务的日期 

RecurrenceInstanc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重复任务的频率。例如，“2nd”或“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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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RecurrenceInterval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重复任务的间隔 

RecurrenceMonthOfYear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一年中重复任务的月 

RecurrenceStartDateOnly  日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重复任务开始的日期。日期和时间必须先于

RecurrenceEndDateOnly 

RecurrenceTimeZoneSid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与重复任务关联的时区。例如，“UTC-8:00”表示太平

洋标准时间 

Recurrence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明任务重复的频率。例如，每日、每周或每 nth 月（其中

“nth”在 RecurrenceInstance 中定义） 

ReminderDateTime 日期时间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 IsReminderSet 设置为 true，则表示安排触发提醒器的

时间。如果设置为 false，那么用户可能已经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取消了提醒器复选框，或者在该值指定的时间已经触

发了提醒器 

Status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任务的当前状态，比如 In Progress 或 Completed。
每个预定义的 Status 字段都隐含了 IsClosed 标记的值。要获

取下拉列表值，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对 TaskStatus 对象调用

query()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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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注意：该字段不能对重复任务

（IsRecurrence 为 true）更新 

Subject combobox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任务的主题行，比如“Call”或“Send Quote” 

Wha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Account、Opportunity、Campaign、Case 自定义对象的

ID。标志为 Opportunity/Account ID 

Who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创建的 Contact 或 Lead 的 ID。如果 WhoId 表示销售线

索，那么 WhatId 字段必须为空。标志为 Contact/Lead ID 

 

用法 
有关处理归档任务的信息，请参阅“归档的活动”。 

重复任务 

 重复任务可用于 API 16.0 或更高版本。 

 创建任务之后，无法将它从重复更改为非重复，反之亦然。 

 通过 API 删除重复任务系列之后，所有开放和关闭的任务都位于移除的任务中。但是，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删除重复任务系

列时，只移除了系列中的开放任务（IsClosed 为 false）。 

 如果 IsRecurrence 为真，那么必须填充 RecurrenceStartDateOnly、RecurrenceEndDateOnly、RecurrenceType 以及任务

与给定重复类型关联的属性。 

 当更改 RecurrenceStartDateOnly 字段或重复模式时，将删除系列中的所有开放任务，并根据新的重复模式新建开放任务。重复

模式通过以下字段确定：RecurrenceType、RecurrenceTimeZoneSidKey、RecurrenceInterval、
RecurrenceDayOfWeekMask、RecurrenceDayOfMonth、RecurrenceInstance 和 RecurrenceMonthOfYear。 

 当您将 RecurrenceEndDateOnly 的值更改为以前的日期时（例如，从 1 月 20 日更改为 1 月 10 日），系列中 ActivityDate 值大

于新 后日期值的所有开放任务都将被删除。系列中的其他开放任务和关闭任务将不受影响。 

 当您将 Recur renceEndDateOnly 的值更改为以后的日期时（例如，从 1 月 10 日更改为 1 月 20 日），将根据 新的 后日期新

建任务。系列中现有的开放任务和关闭任务不受影响。 

下表说明了重复字段的用法。每个重复类型必须具有所有的属性集。所有未使用的属性都必须设置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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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rrenceType 值 属性 示例模式 

RecursDaily RecurrenceInterval 每两天的第二天 

RecursEveryWeekday RecurrenceDayOfWeekMask 
每个工作日——不能是星期六和星期天 

RecursMonthly RecurrenceDayOfMonth RecurrenceInterval 
每两个月，第二个月的第三天 

RecursMonthlyNth RecurrenceInterval RecurrenceInstance 
RecurrenceDayOfWeekMask 

每两个月，第二个月的 后一个星期五 

RecursWeekly RecurrenceInterval RecurrenceDayOfWeekMask          每三周，星期二或星期五 
 

RecursYearly RecurrenceDayOfMonth 
RecurrenceMonthOfYear 

每个三月的 26 日 

RecursYearlyNth RecurrenceDayOfWeekMask 
RecurrenceInstanceRecurrenceMonthOfYear 

每个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TaskPriority 
 
表示 Task 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比如高、正常或低。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无法访问该对象。 

字段 

有关该对象类型的完整字段列表，请参阅组织的 WSDL 文件和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346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SortOrd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用来在任务优先级下拉列表中搜索值的数字。不保证这

些数字是连续的，因为可能删除了一些之前使用的任务

优先级值 

用法 
该对象表示任务优先级下拉列表中的值。任务优先级下拉列表提供了有关 Task 的重要程度的额外信息，比如给定的优先级值是否表示

高优先级。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对该对象调用 query()调用在任务优先级下拉列表检索值集，然后在处理 Task 对象时使用该信息确

定给定任务的更多信息。例如，应用程序可以根据其 Priority 值和关联 TaskPriority 对象中的 IsHighPriority 属性值测试给定 Task 是否

具有高优先级。 

该对象是只读的。若有足够的权限，您可以对这些对象调用 query()和 describeSObjects()调用。 

TaskStatus 
表示 Task 的状态，比如 Not started、Completed 或 Closed。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无法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Clos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任务状态值是（true）否（false）表示一个关闭的

Task。多个任务状态值可以表示一个关闭的 Task 

IsDefault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是（true）或者不是（false）下拉列表中的默认状态

值 

MasterLabel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管理该任务状态值的标志。该显示值是内部标志，不会被转

换。其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SortOrder 整型值 Filter 

Nillable 

用来在任务状态下拉列表中搜索值的数字。不保证这些数字是

连续的，因为可能删除了一些之前使用的任务状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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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该对象表示任务状态下拉列表中的值。任务状态下拉列表提供了有关 Task 状态的额外信息，比如给定的状态值表示一个开放任务还是

关闭任务。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对该对象调用 query()调用在任务状态下拉列表中检索值集，然后在处理 Task 对象时使用该信息确

定给定任务的更多信息。例如，应用程序可以根据其 Task Status 值和关联 TaskPriority 对象中的 IsClosed 属性值测试给定任务是开

放的还是关闭的。 

该对象是只读的。若有足够的权限，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对这些对象调用 query()和 describeSObjects()调
用。 

TaskTag 

将 Task 与一个单词或词组关联。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temI d 引用 Create 

Filter 
被标记项的 ID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标记名称。如果该值不存在，则新建一个 TagDefinition 并使之

成为 Tag 对象的父标记。否则，具有相同名称的 TagDefinition
将成为该 Tag 对象的父标记。父子关系是自动创建的 

TagDefinitionId 引用 Filter 父 TagDefinition 对象的 ID 拥有该标记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定义标记的可见性。可能的值包括： 
 Public：该标记可以被组织中所有的用户查看和操作 
 Personal：该标记只能被具有匹配OwnerId 的用户查 
   看和操作 

 

用法 

TaskTag 存储父 TagDefinition 和被标记 Task 之间的关系。Tag 对象表现为元数据，允许用户描述和组织其数据。 

当删除标记时，父 TagDefinition 也将被删除（如果该名称不再使用）；否则，父 TagDefinition 将保留。删除的 TagDefinition 将与任

何关联的标记项一起，发送到回收站。 

有关标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的 About T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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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y 

表示一个帐户和用户所组成的灵活集合，无论谁拥有帐户，用户至少可以对帐户进行读取访问。只有在对组织启用了区域管理时才可

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What is Territory Management?主题。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getDeleted()、getUpdated()、getUpdated()、

describeSObjects()、upsert()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授予分配给此地区的用户的帐户访问级别 

Case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授予分配给此地区的用户的案例访问级别 

Contac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表示授予任何相关联系人对目标 Group、UserRole 或 User 的访

问类型。可能的值包括： 
 None 
 Read 
 Edit 

注意：当 DefaultContactAccess 设置为

“Controlled by Parent”时，不能创建或更新该字段 

Descript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1000 字符左右的地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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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ForecastUs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预算经理的 ID，预算经理是根据该地区子区域的总预算进行

预算的用户。有关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标志

为 User ID 

MayForecastManagerShare 布尔型 Filter 
表明预算经理是否可以手动共享其预算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地区名称。其 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标志为 Territory 
Name 

Opportunity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授予分配给此地区的机会访问级别 

ParentTerritor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地区层次结构中位于该地区之上的地区。标志为 Parent 
Territory ID 

RestrictOppTransfer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在运行帐户分配规则时，与此地区关联的机会仍然在此地区

边界内（true）还是可以分配给地区层次结构的其他节点

（false）。标志为 Confine Opportunity Assignment 

 

用法 

使用 Territory 对象 query()组织的地区层次结构。查询或修改与地区有关的对象时，使用它获取有效的地区 ID。 

User 

表示组织内的用户。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query()、search()、retrieve()、getUpdated ()、describeSObjects()、up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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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访问规则 

 要 create()或 update()一个 User 记录，必须使用“Manage Users”权限登录。此外，如果用户是客户门户用户，则必须使

用“Edit Self-Service Users”权限登录；如果用户是合作伙伴门户用户，则必须使用“Manage Partners”权限登录。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的 Managing Customer Portal Users 和 Managing Partner Users。 

 客户门户用户只能在关联的帐户中查看客户门户用户。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lias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用户别名。例如，“jsmith” 

CallCent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如果启用 Salesforce CRM Call Center，则表示

分配给当前用户的呼叫中心 

City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用户关联的城市 

CommunityNick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来在 Salesforce CRM Ideas 在线社区中标识当前

用户的名称 

Company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公司的名称 

Contac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关联该帐户的 Contact 的 ID。联系人在 AccountID
字段中必须有一个值，否则将发生错误。有关 ID 的

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Country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用户关联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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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faultCurrencyIsoCod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用于新记录的用户默认货币设置。例如，法国的用户

应该将 DefaultCurrencyIsoCode 设置为 Euros，这

是他们在应用程序中的默认货币。但是，User 对象

也可以在不同的货币中存储货币自定义字段。 

只适用于使用多种货币的组织。 

更多信息，请参阅 CurrencyIsoCode 

DefaultDivision 下拉列表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用户的默认部门。仅在组织启用部门功能时适用。更

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DelegatedApprov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当前用户委托审批人的用户 Id 

Department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用户关联的公司部门 

Division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当前用户关联的部分，类似于 Department，与

DefaultDivision 无关 

Email 电子邮件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EmailEncoding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用户电子邮件编码，比如“ISO-8859-
1”或“UTF-8” 



 

 352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EmployeeNumber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的员工编号 

Extension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的电话分机号 

Fax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的传真号 

FederationIdentifier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表明必须列在 Security Assertion Markup Language 
(SAML) IDP 证书的 Subject 元素中以便使用

Salesforce 单点登录验证客户单应用程序用户的值。

如果 SAML User ID Type 为包含 User 对象

Federation ID 的 Assertion，则必须指定该值。否

则，不能编辑该字段 

Firs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的名 

ForecastEnabled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在可自定义预算中，用户是（true）否

（false）作为 Forecast Manager 受到支持。预算

经理从预算层次结构下方用户直接获取预算 

IsActiv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用户能（true）或者不能（false）访问登

录。可以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或通过 API 修改

User 用户的行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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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Partner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用户能（true）或者不能（false）访问

PRM Portal 的合作伙伴。该字段不可用于 9.0 之后的

发行部。使用带有 PRM 值的 UserType 替代 

IsPortalEnabl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用户有权（true）或者无权（false）访问

Partner Portal 或 Customer Portal 

IsPortalSelfRegister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用户是（true）或者不是（false）自行注

册组织客户门户的客户门户用户。该字段不可用于

9.0 之前的发行版 

有关客户门户和自行注册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的 Enabling Customer Portal 
Login 和 Settings 部分 

LanguageLocale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用户语言，比如“French”或

“Chinese (Traditional)”。标志为 Language 

LastLogin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用户上一次登录的日期和时间 

Last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用户的姓 

LocaleSid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该字段是一个受限制的下拉列表字段。字

段的值影响用户界面值（尤其是数字值）的格式化和

解析。它不影响 API。 

字段是根据语言和国家（如果必要）指定的，使用两

个字母组成的 ISO 编码。名称集以 ISO 标准为基

础。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手动设置用户的语言环

境，然后通过 API 使用该值插入或更新其他用户往往

更加方便 

Manager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用于选择用户经理的用户查询字段。该字段建立了一

种层次关系，避免选择直接或间接向本身报告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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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Mobile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的手机号 

MobileUser 布尔型 Create 
Update 

表明是（true）否（false）分配了一个

Force.com Mobile 许可证。标志为 Mobile User。
Force.com Mobile 许可证授予用户访问 Force.com 
Mobile 功能的权利 

Name 字符串 Filter 连接 FirstName 和 LastName。其最大长度为 121 
个字符 

OfflineTrialExpirationDate 日期时间 Filter 
Nillable 

用户 Connect Offline 试用版到期的日期和时间 

Phone 电话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的电话号码 

PortalRo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客户门户中的用户角色（Executive、Manager、User
或 PersonAcount）。 
在 API 16.0 版之前，可以将此字段设置为空，

Salesforce 将自动包含一个门户角色。在 API 16.0 版

之后，如果将此字段设置为空，Salesforce 不再自动

包含门户角色 

PostalCod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的邮编。标志为 Zip/Postal Code 

Profil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用户 Profile 的 ID。使用该值缓存基于配

置文件的元数据。有关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

类型”。在早期的发行版中，该字段为 Rol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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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ReceivesAdminInfoEmails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用户是（true）否（false）从

salesforce.com 接收管理员的邮件 

SFContentUser 布尔型 Create 

Update 

表明用户是（true）否（false）分配了一个

Salesforce CRM Content User 许可证。标志为

Salesforce CRM User。Salesforce CRM Content 
User 许可证授予用户访问 Salesforce CRM Content
应用程序的权利 

ReceiveInfoEmails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用户是（true）否（false）从

salesforce.com 接收通知邮件 

Stat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 User 关联的省 

Street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 User 关联的街道地址 

Time Zone S id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该字段是一个受限制的下拉列表字段。

User 的时区影响在用户界面中显示或输入时间时使

用的偏移量。但是，在查询或设置值时，API 不使用

User 的时区。 

该字段的值是根据 ISO 标准，使用地区和关键城市确

定的。在用户界面中手动设置 User 的时区，然后通

过 API 使用该值创建或更新其他 User 往往更加方便

Titl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的职位，比如“Vice President”（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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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ser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必需字段。包含用户登录 API 或 Salesforce 用户界

面时所需的名称。此字段的值必须采用电子邮件地址

的形式。它还必须在整个 Salesforce 实例中唯一。

如 果 尝 试 使 用 此 字 段 的 重 复 值 create()或

update()一个 User，操作将遭到拒绝。  

每个插入的 User 也被计为 Salesforce 中的一个许

可证。每个组织的许可证数量有最大值限制。如果

插入的 User 记录超过许可证的最大值，该

create()调用将遭到拒绝 

UserPermissionsCallCenterAutoL
ogin  

布尔型 Create 

Update 

如果支启用持 Salesforce CRM Call Center，那么这

是必需字段。表明用户是（true）否（false）

可以使用呼叫中心的自动登录功能 

UserPermissionsMarketingUser 布尔型 Create 

Update 

必需字段。表明用户是（true）否（false）可

以通过在线应用程序管理活动。标志为 Marketing 
User 

UserPermissionsOfflineUser 布尔型 Create 

Update 

必需字段。表明用户是（true）否（false）可

以使用 Offline Edition。标志为 Offline User 

UserPermissionsWirelessUser 布尔型 Create 

Update 

如果组织支持无线权限，那么这是必需字段。表明用

户是（true）否（false）可以使用 Wireless 
Edition。标志为 Wireless User。 

注意：从 2005 年 11 月开始，Salesforce 
Wireless Edition 不再出售。如果您是 Professional 
Edition 客户并在 2005 年 11 月 7 日之前购买了

Wireless Edition，或者是 Enterprise Edition 客户并在

2005 年 11 月 7 日之前签订或续签了 Salesforce 合

同，那么在现有合同到期前，您可以继续使用

Wireless Edition 

UserPreferencesActivityReminde
rsPopup  

布尔型 Filter 

Nillable 

如果为 true，当活动提醒器到期时将自动打开提醒

器弹出窗口。对应于“Trigger alert when reminder 
comes due checkbox”复选框，可从 Salesforce 用

户界面的 Setup➤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 
Reminders 进行控制。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的 Customizing Activity Rem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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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serPreferencesApexPagesDeveloper
Mode  

布尔型 Filter 

Nillable 

如果为 true，表明用户可以使用开发人员模式编

辑 Visualforce 页面和控制器 

UserPreferencesEventRemindersCheckboxDefault 布尔型 Filter 

Nillable 
如果为 true，将自动对用户事件设置提醒器弹出

窗口。对应于 By default，set reminder on Events 
to... 复选框，可从在线应用程序的 Setup ➤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 Reminders 进行控制。

该字段与 UserPreference 相关。同样，请参阅

Salesforce 在 线 帮 助 的 Customizing Activity 
Reminders 

UserPreferencesTaskRemindersCheck
boxDefault  

布尔型 Filter 

Nillable 
如果为 true，将自动对用户任务设置提醒器弹出

窗口。对应于 By default, set reminder on Tasks 
to...复选框，可从在线应用程序的 Setup ➤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 Reminders 进行控制。

该字段与 UserPreference 相关。同样，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的 Customizing Activity 
Reminders

UserPreferencesReminderSoundOff  布尔型 Filter 

Nillable 
如果为 true，将在活动提醒器到期时自动播放声

音。对应于 Play a reminder sound 复选框，可从

在线应用程序的 Setup➤My Personal Information 
➤ Reminders 进行控制。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

助的 Customizing Activity Reminders 

UserRole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 UserRole 的 ID。标志为 Role ID 

UserTyp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用户许可证的类别。每个 UserType 都与一个或多

个 UserLicense 记录关联。每个 UserLicense 都与

一个或多个配置文件关联。在 API 10.0 或更高版

中，有效值包括： 

  Standard：Salesforce 用户许可证。该用户类型

还 包 括 Salesforce Platform 和 Salesforce 
Platform One 用户许可证。标志为 Standard。

  PowerPartner：访问受限的 PRM 用户，因为

他（她）的身份是合作伙伴，通常可以通过

合作伙伴门户访问应用程序。标志为

Partner。 
 CustomerSucces：访问受限的用户，因为他

（她）的身份是组织客户，所以可以通过客户门

户访问应用程序。标志为 Customer Portal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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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PowerCustomerSuccess：访问受限的用户，因

为他（她）的身份是组织客户，所以可以通过客

户门户访问应用程序。标志为 Customer Portal 
Manager。 
持有此许可证类型的用户可以查看和编辑他们直

接拥有的数据，或者与客户门户角色层次结构中

位于其下方的用户共享的数据 

WirelessEmail 电子邮件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当前用户关联的无线电子邮件地址。对于使用

Salesforce Wireless Edition 的用户，该字段仅在

组织支持 Wireless 和 Email 权限时可用。 

注意：从 2005 年 11 月开始，Salesforce 
Wireless Edition 不再出售。如果您是 Professional 
Edition 客户并在 2005 年 11 月 7 日之前购买了

Wireless Edition，或者是 Enterprise Edition 客户并在

2005 年 11 月 7 日之前签订或续签了 Salesforce 合

同，那么在现有合同到期前，您可以继续使用 Wireless 
Edition 

 

用法 

使用该对象查询有关用户的信息，并设置和修改组织中的用户。与其他对象不同，User 表中的记录表示实际的用户而不是用户拥有

的数据。所有 User 都可以使用 query()或 describeSObjects()处理 User 对象。 

停用用户 

不能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或 API 中 delete() User。但可以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停用 User；也可以在 Salesforce 用户界

面或 API 中停用或禁用客户门户或合作伙伴门户 User。因为 User 无法删除，我们建议您在创建时要尤其小心。 

注意：有关禁用和停用门户用户的区别，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Disabling and Deactivating Portal Users。 

 

密码 

出于安全考虑，不能通过 API 或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查询用户密码。但是，API 允许使用 setPassword()和 resetPassword()

设置和“重置”密码。不能通过 API 使用密码锁定状态和重置用户锁定状态的功能。必须使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检查和重置用户

密码锁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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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AccountTeamMember 
表示其他 User 默认帐户团队中的一名 User。 

另请参阅 OpportunityTeamMember，它表示 Opportunity 销售团队中的一名 User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无法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Accoun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帐户团队成员对用户添加到

其默认帐户团队的 Accounts 的访问级

别。可能的值包括： 
 Read 
 Edit 

 
该字段设置的访问级别必须高于组织的默认帐户访问级

别 

Case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帐户团队成员对与帐户相关的 Cases 的访

问级别。可能的值包括： 
 None 
 Read 
 Edit 

该字段设置的访问级别必须高于组织的默认案例访问

级别 

Contact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帐户团队成员对与帐户相关的 Contacts 的

访问级别。可能的值包括： 
 None 
 Read 
 Edit 

 
 

注意：如果DefaultContactAccess 设

置为“Controlled by Parent”，那么不能创建或更新

该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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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Opportunity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帐户团队成员对与帐户相关的 Opportunity 记录

的访问级别。可能的值包括 

 None 
 Read 
 Edit 

该字段设置的访问级别必须高于组织的默认机会访问级别 

Own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拥有默认帐户团队的 User 的 ID。该字段不能更新。

有关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TeamMemberRo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团队成员在用户添加到其默认帐户团队的机会中的角色。有效值

由组织管理员在 Account Team Roles 下拉列表中设置。标志为

Team Role 

Us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默认帐户成员 User 的 ID。该字段不能更新 

 

用法 

该对象仅在支持帐户团队功能的组织中可用，该功能可以使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完成。 

如果试图创建一个匹配现有记录的记录，create()调用将更新所有修改过的字段并返回现有记录。 

User 可以设置它们默认的帐户团队，以包含通常一起处理帐户的其他 User。有关默认销售团队相关对象的信息，请参阅

UserTeamMember。 

UserLicense 

表示组织中的用户许可证。用户许可证在 Salesforce 中授予用户不同功能，并确定用户可以使用的配置文件。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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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用户许可证的内部名称。支持的值包括： 

Salesforce Platform User License：标志为 Salesforce 
Platform 
Salesforce Platform One User License (1)：标志为 Salesforce 
Platform One 

Full CRM：标志为 Salesforce 

LicenseDefinitionKey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标识特定用户许可证的唯一字符串。标志为 License 

Def.ID。值包括 

AUL：对应于 Salesforce Platform用户许可证 

AUL1：对应于 Salesforce Platform One用户许可证  

SFDC：对应于 Salesforce用户许可证  

POWER_PRM：对应于 Partner用户许可证 

PID_BASIC_PRM：对应于 Basic Partner用户许可证 

PID_STANDARD_PRM：对应于 Standard Partner用户许可证 

PID_STRATEGIC_PRM：对应于 Strategic Partner用户许可证 

POWER_SSP：对应于Customer Portal Manager用户许可证 

PID_Customer_Portal_Basic：对应于 Customer Portal 
Manager Standard用户许可证 

PID_Limited_Customer_Portal_Basic：对应于 Customer 
Portal Manager Standard用户许可证 

PID_Overage_Customer_Portal_Basic：对应于 Customer 
Portal Manager Standard用户许可证 

PID_Customer_Portal_Standard：对应于 Standard Customer 
Customer Portal用户许可证 

SSP：对应于Customer Portal User用户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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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拥有“View Setup and Configuration”权限的用户可以使用 UserLicense 对象查看组织中当前定义的用户许可证集合。 

UserLicense 对象当前由批量用户创建，用于确定每个配置文件所属的用户许可证。 
例如，如果您使用 API 创建门户用户，并且希望了解哪个配置文件属于每个门户用户许可证，那么您可以针对每个配置文件 query()

该对象，并检查 LicenseDefinitionKey 来确定关联的用户许可证。  

UserPreference 

表示组织中特定用户的功能首选项。 

支持的调用 

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 ects ()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无法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属性 说明 

Preference 下拉列表 Filter 
用户首选项的名称。支持的值包括 Event Reminder Default 
Lead Time 和 Task Reminder Default Time。这些值与 User
对象上的

UserPreferencesEventRemindersCheckboxDefault 和
UserPreferencesTaskRemindersCheckboxDefault 有关 

User Id 引用 Filter 与当前角色关联的用户 ID。标志为 User ID。 

Value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用户首选项的值。对于 Event Reminder Default Lead Time，该

值是递增的间隔时间，从 0 分钟到 2 天。对于 Task Reminder 
Default Time，该值为半小时，从上午 12:00 到晚上 11:30。要查

看各自的值集合，请访问在线应用程序的 Setup ➤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 Reminders 



 

 363 

用法 

使用该对象 query()组织中当前配置的用户首选项集合。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您可以查询 User 对象获取有效的 User ID，以便访

问 UserPreference 对象。 

所有 User 都可以使用该对象调用 query()或 describeSObjects()。 

UserRole 
 

 表示组织中的用户角色。 

注意：该对象在上一个版本的 API 文档中称为“Role”。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describeSObjects()、query()、search()、retrieve()、
getDeleted()、getUpdated() 

特殊访问规则 

客户门户用户无法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CaseAccessForAccountOwner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帐户所有者的访问级别 

ContactAccessForAccountOwner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帐户所有者的联系人访问级别。 

注意：如果 DefaultContactAccess
设置为“Controlled by Parent”，那么不能创

建或更新该字段 

ForecastUser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与当前角色关联的预算经理的 ID。标志为 User ID 

IsPartner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用户角色是（true）否（false）可以访问

PRM Portal 的合作伙伴。该字段不可用于 9.0 及更高的

发行版。使用 PortalType 处理有价值的 Partner 

MayForecastManagerShare 布尔型 Filter 
表明预算经理是否可以手动共享其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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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Name 字符串 Filter 

idLookup 

必需字段。角色的名称 

OpportunityAccessForAccountOwner 下拉列表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必需字段。帐户所有者的机会访问级别。注意，对用户

角色设置的机会访问级别不能低于组织范围默认值中指

定的级别 

ParentRoleId 
引用 Filter 

Nillable 

父角色的 ID 

PortalRole 下拉列表 Filter 

Nillable 

门户角色（Executive、Manager、User 或
PersonAccount） 

PortalType 下拉列表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该值表明角色的门户类型： 
 None：Salesforce 应用程序角色。 

 CustomerPortal：客户门户角色。 
 Partner：PRM Portal 角色。8.0 发行版中使用的字

段 IsPartner 将映射到该值。  

从 9.0 发行版起使用该字段替换 IsPartner 

RollupDescription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汇总预算的说明。标志为 Description 

 

用法 

使用该对象 query()组织中当前配置的用户角色集合。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使用它获取有效的 UserRole ID，以在查询或修改 User 时
使用。 

所有用户都可以使用该对象调用 query()或 describeSObjects()。如果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Modify All Data”权限登录，则

可以 query()、create()、delete()和 update() UserRole 记录。 

UserTeamMember 

表示另一个 User 默认销售团队中的一名 User。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getDeleted()、
getUpdated()、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该对象仅能用于支持团队销售功能的组织。 
 客户门户用户无法访问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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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OpportunityAccessLevel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团队成员对用户添加到其默认销售团队的机会的访问

级别。可能的值包括： 
 Read 
 Edit 

该字段设置的访问级别必须高于组织的默认机会访问级别 

Own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拥有默认销售团队的 User 的 ID。该字段不能更

新。有关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TeamMemberRol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团队成员在用户添加到其默认帐户团队的机会中的角色。有效值

由组织管理员在 Sales Team Roles 下拉列表中设置。标志为

Team Role 

User Id                引用 Create 

Filter 

必需字段。默认销售团队成员的 User ID。该字段不能更新 

 

用法 

如果您尝试创建匹配现有记录的记录，create()调用将更新所有修改过的字段并返回现有记录。 

User 对象可以设置其默认销售团队，以包含通常一起处理机会的其他 User。 

UserTerritory 

表示分配给 Territory 的 User。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的 What is Territory Management?主题。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getDeleted () 、getUpdated()、

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仅在组织启用地区管理功能时才可用。 
 客户门户用户无法访问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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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Active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用户是（true）否（false）在给定地区活动： 
  在某地区活动的用户明确地分配给该地区，可以具有与该地

区关联的开放机会、关闭机会或者没有机会。 
  不在某地区活动的用户通常没有明确地分配给该地区，但

是拥有与地区关联的开放机会和关闭机会。例如，用户

可能已经转出了某地区，但是仍然拥有该区域的机会。 

在从某地区删除用户（并非简单地移除出地区）之前，

getDeleted()调用不会返回记录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该记录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

志为 Deleted 

TerritoryId 引用 Create 

Filter 

用户分配的 Territory 的 ID。有关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

型” 

Us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用户 ID 

 

用法 

如果用户不在某个地区活动，那么他们与该地区关联的机会都将关闭，该用户不会被返回。 

Vote 

表示用户对某个意见进行的投票。 

支持的调用 
cre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get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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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IsDeleted 布尔型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表明对象已被（true）或未被（false）移入回收站。标志

为 Deleted 

ParentId 引用 Create 

Filter 

与当前投票关联的 Idea 的 ID。有关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

段类型” 

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表明投票类型的下拉列表。值 Up 表明用户对关联意见投赞同

票。值 Down 表明用户对关联意见投反对票 

 

注意：如果将 Vote 数据导入 Salesforce 并需要设置审计字段的值，比如 CreatedDate，请联系 salesforce.com。在 API 操
作期间，审计字段将自动更新，除非您请求自己设置这些字段。更多信息，请参阅“系统字段”。 

 

用法 

在 12.0 及更高版本中，使用该对象跟踪用户对意见的投票。有关意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的 About Ideas。 

WebLink 

 表示对 URL 或 Scontrol 的自定义链接。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search()、retrieve()、

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要创建自定义链接，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使用“Customize Application”权限登录。 
 客户门户用户无法访问该对象。 

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Description 文本区域 Create 

Filter 

Nillable 

自定义链接说明。其最大长度为 1,000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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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Update  
Display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显示类型：按钮、链接或大量动作按钮 

Encoding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解码 URL 链接上的参数 

HasMenubar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弹出窗口是（true）否（false）显示菜单栏 

HasScrollbars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弹出窗口是（true）否（false）显示滚动条 

HasToolbar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弹出窗口是（true）否（false）显示浏览器工具条。

工具条通常包括导航按钮，如 Back、Forward 和 Print 

Height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Update 

Nillable 

 
弹出窗口的高度（以像素为单位） 

IsProtected 布尔型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对象是（true）否（false）受保护。已经在其他组织

中安装的受保护组件不能由订阅者组织中创建的组件链接和引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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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Properties 
   开发人员可以轻松检测将来版本的托管包中的受保护组件，无需

担心安装失败。但是，一旦组件被标记为未受保护并在全局发

布，开发人员将无法删除它 

I sRe sizable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是（true）否（false）允许用户重新调整弹出窗

口的大小 

Link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链接类型（S 控件或 URL） 

MasterLabel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Update 

Nillable 

管理链接的标志。其 大长度为 240 个字符。该显示值是不可转

换的内部标志 

Nam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idLookup 

Update 

Nillable 

必需字段。页面上显示的名称 

NamespacePrefix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与该对象关联的名称空间前缀。每个创建托管包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都拥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空间前缀。其 大长度为 15
个字符。可以使用 namespcePrfix__componentName 这种表

示法引用托管包中的组件。 

名称前缀可以具有以下值之一： 
   在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所有支持名称空间前缀的对

象都设置为组织的名称空间前缀。对象安装在托管包中时

除外。在这种情况下，对象的名称空间前缀为安装的托管

包的前缀。这是包开发人员的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的名

称空间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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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在非 Developer Edition 组织中，NamespacePrefix 仅对

属于安装托管包一部分的对象设置。所有其他对象没有

名称空间前缀。 

该字段不能访问，除非登录的用户拥有“Customize 
Application”权限 

Open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必需字段。单击浏览器时自定义链接打开的方式——

NewWindow、Sidebar 或 NoSidebar 

PageOrSObject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Restricted 
picklist 

必需字段。对于标准对象，是现实自定义链接页面的名称。

对于自定义对象，是对象的名称 

Position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屏幕上应该打开弹出窗口的位置——TopLeft、
FullScreen 或 None 

RequireRowSelection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Nillable 

指示自定义链接是（true）否（false）需要一个行选择 

ScontrolId 引用 Create 

Filter 

Update 

要链接的自定义 s 控件对象(Scontrol)的 ID。可以在自定义 s 控

件对象中包含 Salesforce 字段作为令牌。有关 ID 的信息，请参

阅“ID 字段类型”。标志为 Custom S-Control ID 

ShowsLocation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表明弹出窗口是（true）否（false）显示包含 URL 的

浏览器地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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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ShowsStatus 布尔型 Create 

Defaulted 
on create

Filter 

Update 

展示浏览器底部的状态栏 

Url 字符串 Create 

Nillable 

Update 

必需字段。要链接的页面的 URL。可以在 URL 中包含

Salesforce 作为令牌。最大 1,024 Kb 

Width 整型值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弹出窗口的宽度（以像素为单位） 

 

用法 

使用该对象以编程方式管理自定义链接，允许客户端应用程序集成 Salesforce 数据和外部 URL、组织的 intranet 或其他后端办公系

统。自定义链接可以指向： 

 外部 URL，比如 www.google.com 或公司 intranet。 
 自定义 s 控件，比如 Java applet 或 Active-X 控件。 

自定义链接可以在 URL 或自定义 s 控件中包含 Salesforce 字段作为令牌。 

WebLinkLocalization 

如果组织启用转换工作台，则 WebLinkLocalization 对象转换指向 URL 或 s 控件的自定义链接的字段标志。有关转换工作台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支持的调用 

create()、update()、delete()、query()、retrieve()、describeSObjects()  

特殊访问规则 

 组织必须使用 Professional、Enterprise、Developer 或 Unlimited Edition 并启用转换工作台。 

 要查看该对象，必须拥有 View Setup and Configuration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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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概述 

 
LanguageLocaleKey 下拉列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语言环境控制着应用程序中显示的标志的语言。字符串长度为 2-
5 个字符。前两个字符总是 ISO 语言编码，例如“fr”或

“en”。如果进一步用国家限定该值，那么该字符串还有一个下

划线(_)和另一个 ISO 国家代码，例如“US”或“UK”。例如，

美国的字符串为“en_US”，法语加拿大区为“fr_CA”。 

对于 Salesforce 支持的语言列表，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主题 What languages does Salesforce support? 

WebLink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正在转换的 WebLink 的 ID 

Value 字符串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自定义链接的实际转换标志。标志为 Translation 

 

用法 
使用该对象将指向 URL 或 s 控件的自定义链接转换为 Salesforce 支持的其他语言。启用转换工作台的用户可以查看自定义链接转换，

但是需要 Customize Application 或 Manage Translation 权限 create()或 update()自定义链接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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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核心调用 

下表按字母顺序列出了 API 中支持的调用并对每个调用进行了简短的说明。单击调用名查看该调用的语法和用法等信息。 

注意： 有关 API 实用程序调用的列表，请参阅“实用程序调用”。有关描述调用的列表，请参阅“描述调用”。 
 
调用 说明 

convertLead() 将 Lead 转换为 Account、Contact 或者 Oppotunity（可选） 

create() 添加一个或多个新的单个对象到组织的数据 

delete() 从组织数据中删除一个或多个单个对象 

emptyRecycleBin() 立即从回收站中删除记录 

getDeleted() 获取已经在指定时间删除的指定对象的对象 ID。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

型” 

getUpdated() 获取已经在指定时间更新的指定对象的对象 ID。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

型” 

invalidateSessions() 结束按 sessionId 指定的一个或多个会话 

login() 登录到登录服务器并开始客户端会话 

logout() 结束注册用户的会话 

merge() 合并对象类型相同的记录 

process() 提交一组批准进程实例等待批准，或者处理一组批准进程实例进行批准、拒绝或者删除 

query() 对指定对象执行查询并返回与指定标准匹配的数据 

queryAll() 与 query()相同，但是包括删除和归档的项目 

queryMore() 获取下一批查询对象 

retrieve() 根据指定对象 ID 获取一个或多个对象 

search() 在组织数据中执行文本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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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tLead () 

将 Lead 转换为 Account、Contact 或者 Opportunity（可选）。 

语法 

LeadConvertResult[] = binding. convertLead(leadConverts LeadConvert[ ] ); 

用法 

使用 convertLead()将 Lead 转换成 Account 和 Contact，以及 Opportunity（可选）。要转换 Lead，必须登录客户端应用程序，

而且要具有“转换销售线索”的权限和对销售线索的“编辑”权限，还要具备“创建”和“编辑”Account、Contact 和 Opportunity
对象的权限。 

这种调用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将合格的销售线索信息转换成新的或更新的帐户、联系人或销售机会。组织可以自行设定指导

原则，确定何时销售线索是合格的，通常当销售线索变为您要预测的实际销售机会时它就可以被转换了。 

如果数据被合并到现有帐户和联系人对象，那么只有目标对象中的空字段会被重写，现有数据（包括 ID）不会被重写。唯一的例外是

如果客户端应用程序将 overwriteLeadSource 设置为 true，那么目标 Contact 对象中 LeadSource 字段的内容将被源 Lead 对象中的

LeadSource 字段的内容重写。 

转换销售线索时，考虑以下准则和指导原则： 

字段映射 

系统自动将标准销售线索字段映射到标准帐户、联系人和销售机会字段。对于自定义销售线索字段而言，Salesforce 管理员可以

指定它们映射到自定义帐户、联系人和销售机会字段的方式。  

记录类型 
如果组织使用记录类型，那么新所有者的默认记录类型会被指定给销售线索转换期间创建的记录。有关记录类型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Picklist 值 

映射任何标准的空白销售线索 picklist 字段时，系统都会将默认 picklist 值指定给帐户、联系人和销售机会。如果组织使用记录类

型，那么空白值会被新记录所有者的默认 picklist 值取代。 

调用 说明 

undelete() 取消删除标记为 queryAll()的对象 

update() 更新组织数据中的一个或多个现有对象 

upsert() 创建新对象并更新现有对象；匹配自定义字段以确定出现的现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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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值 

从 API 版本 15.0 开始，如果为包含字符串的字段指定了值而该值对于该字段而言太大了，调用会失败且返回一个错误。在之前版

本的 API 中，该值会被截断，调用会成功。如果要在版本 15.0 和之后的 API 中继续保持过去的行为，可以使用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SOAP 报头。 

转换销售线索的基本步骤 

转换销售线索涉及以下基本步骤： 

1. 客户端应用程序确定要转换的销售线索的 ID。 
2. （可选）客户端应用程序确定要将销售线索合并到的帐户的 ID。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SOSL 或 SOQL 搜索匹配该销售线

索名称的帐户，如下例所示： 

select id,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name='CompanyNameOfLeadBeingMerged' 

3. （可选）客户端应用程序确定要将销售线索合并到的联系人 ID。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SOSL 或 SOQL 搜索匹配该销售

线索联系人名的联系人，如下例所示： 

select id, name from contact where firstName='FirstName' and lastName='LastName' and 
accountId = '001...' 

4. （可选）客户端应用程序确定是否应根据销售线索创建销售机会。 

5. 客户端应用程序查询 LeadSource 表获取所有可能转换的状态选项（SELECT ... FROM LeadStatus WHERE 

IsConverted='1'），然后选择 Converted Status（转换的状态）的值。 

6. 客户端应用程序调用 convertLead()。 
7. 客户端应用程序在返回的结果中迭代并检查每一个 LeadConvertResult 对象以确定每个销售线索的转换是否成功。 

8. 作为可选的 佳实践，客户端应用程序会创建任务，其中 WhoId 是 ContactId，如果创建了销售机会，那么 WhatId 是

OpportunityId。 
9. （可选）转换队列拥有的销售线索时，必须指定所有者。这是因为帐户和联系人不能被队列拥有。即使是指定现有帐户或联系

人，也必须指定所有者。 

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Boolean convertLead (String leadId, String contactId, 
String accountId, boolean overWriteLeadSource, boolean doNotCreateOpportunity, 
String opportunityName, String convertedStatus, boolean sendEmailToOwner) 
{ 

LeadConvert leadConvert = new LeadConvert(); 
leadConvert.setLeadId (new ID(leadId)); leadConvert . 
setContactId (new ID (contactId)); leadConvert . 
setAccountId (new ID (accountId)); 

leadConvert . setOverwriteLeadSource (overWriteLeadSource); 
leadConvert . setDoNotCreateOpportunity (doNotCreateOpportunity); 
leadConvert . setOpportunityName (opportunityName); 

leadConvert . setConvertedStatus (convertedStatus); 
leadConvert.setSendNotificationEmail(sendEmailToOwner); 

LeadConvertResult[ ] lcr = null; 
try { 

lcr = binding.convertLead(new LeadConvert[] { leadConvert} ); 
for (int i=0; i<lcr.length; i++) { 

if (lcr[i] .isSuccess()) { 
System.out.println("Conversion succeeded.\n"); 

LeadConvertResult result = lcr[ i]; 
System.out.println("The new contact id is: " + result.getContactId()); 

} else { 
System.out.println("The conversion failed becau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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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r[ i] .getErrors (0) .getMessage ()); 
} 

} 
} catch (UnexpectedErrorFault e) { 
System.out.println("Unexpected error encountered:\n\n" + e.getExceptionMessage()); 

return false;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Remote exception encountered:\n\n" + e.getMessage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示例代码—C# 

private bool convertLead(string leadId, string contactId, 
string accountId, bool overWriteLeadSource, 

bool doNotCreateOpportunity, string opportunityName, 
string convertedStatus, bool sendEmailToOwner) 
{ 

sforce .LeadConvert leadConvert = new sforce . LeadConvert (); 
leadConvert.leadId = leadId; 
leadConvert. contactId = contactId; 
leadConvert.accountId = accountId; 
leadConvert . overwriteLeadSource = overWriteLeadSource; 

leadConvert . doNotCreateOpportunity = doNotCreateOpportunity; 
leadConvert . opportunityName = opportunityName; 

leadConvert. convertedStatus = convertedStatus; 
leadConvert. sendNotificationEmail = sendEmailToOwner; 

sforce.LeadConvertResult[] lcr = null; 
try 

{ 

lcr = binding.convertLead(new sforce.LeadConvert[ ] { leadConvert} ); 
for (int i=0;i<lcr.Length;i++) 

if (lcr[ i] .success) 
{ 

Console.WriteLine ("Conversion succeeded.\n"); 
sforce.LeadConvertResult result = lcr[ i]; 
Console.WriteLine("The new contact id is: " + result.contactId); 

} 
else 

{ 
Console.WriteLine ("The conversion failed because: " + 

lcr[ i] .errors[ 0] .message); 

} 
} 

catch (Exception e) 
{ 

Console.WriteLine ("Unexpected error encountered:\n\n" + e.Message);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LeadConvert 参数 
这个调用接受一组 LeadConvert 对象（ 大值 100）。LeadConvert 对象包含以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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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说明 
accountId ID 

销售线索被合并到的 Account 的 ID。仅在更新现有帐户（包括人员帐户）时需要。

如果未指定 accountID，那么 API 会创建一个新的帐户。要创建新帐户，必须登录

客户端应用程序且具有足够的访问权限。要将销售线索合并到现有帐户， 必须登录

客户端应用程序且对指定帐户拥有读/写权限。帐户名和其他现有数据不会被重写。

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contactId ID 销售线索要被合并到的 Contact 的 ID（该联系人与指定的 accountId 相关联且必

须指定 accountId）。仅在更新现有联系人时需要。 

警告：如果正在将销售线索转换为人员帐户，不要指定 contactId，否

则将导致错误。仅指定人员帐户的 accountId。 
如果未指定 contactID，那么 API 会创建一个与 Account 关联的新帐户。

要创建新联系人，必须登录应用程序且具有足够的访问权限。要将销售线索合并到

现有联系人，必须登录客户端应用程序且对指定联系人拥有读/写权限。联系人名和

其他现有数据不会被重写（除非 overwriteLeadSource 设置为 true，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该字段被重写）。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convertedStatus 字符串 
转换的销售线索的有效 LeadStatus 值。必需参数。要获取可能的值的列表，客户

端应用程序会查询 LeadStatus 对象，如下例所示： 
Select Id, MasterLabel 
from LeadStatus where IsConverted=true 

doNotCreateOpportunity 布尔型 
指定是否在销售线索转换期间创建 Opportunity（默认值 false 是创建，true 是不

创建）。如果不想根据该销售线索创建销售机会，可以将此标志设置为 true。默认

情况下，会创建销售机会 

leadId ID 
要转换的 Lead 的 ID。必需参数。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opportunityName 字符串 
要创建的销售机会的名称。如果未指定名称，那么此值默认是该销售线索的公司名

称。该字段的 大长度为 80 个字符。如果 doNotCreateOpportunity 参数为

true，那么不会创建销售机会且该字段必须空白，否则会返回错误 

overwriteLeadSource 布尔型 
指定是否用源 Lead 对象 LeadSource 字段的内容重写目标 Contact 对象的

LeadSource 字段（默认值 false 是不重写，true 是重写）。要将此字段设置为

true，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指定目标联系人的 conta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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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说明 
ownerId ID 指定拥有任何新创建的帐户、联系人和机会的人员的 ID。如果客户端应用程序未指定该

值，那么新对象的所有者将成为该销售线索的所有者。与现有对象合并时不适用——如

果指定了 ownerId，API 就不会重写现有帐户或联系人中的 ownerId 字段。有关 ID 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sendNotificationEmail 布尔型 指定是否发送通知邮件到 ownerId 中指定的所有者（默认值 false 为不发送，true

为发送） 

响应 

LeadConvertResult[] 

错误 

UnexpectedErrorFault 

LeadConvertResult 
此调用返回一组 LeadConvertResult 对象。LeadConvertResult 数组中的每个元素都对应于在 convertLead()调用中作为

leadConverts 参数传递的 LeadConvert[]数组。例如，LeadConvertResult 数组第一个索引中返回的对象与 LeadConvert[]数
组第一个索引中指定的对象相匹配。LeadConvertResult 对象具有如下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accountId ID 新 Account 的 ID（如果指定了新帐户）或调用 convertLead()时指定的帐户的 ID 

contactId ID 新 Contact 的 ID（如果指定了新联系人）或调用 convertLead()时指定的联系人的 ID。有

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leadId ID 转换的 Lead 的更多信息。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opportunityId ID 新 Opportunity 的更多信息，如果在调用 convertLead()时创建了销售机会。有关 ID 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success 布尔型 指示该对象的 convertLead()调用是否成功（true 表示成功，false 表示未成功） 
errors 错误数组 如果在 create()调用中发生错误，则返回一个或多个 Error 对象的数组提供错误代码及说明 

 

create() 

将一个或多个单个对象添加到组织的数据。 

语法 

SaveResult[] = binding.create(sObject[] s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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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使用 create()将一个或多个单个对象，如 Account 或 Contact，添加到组织信息。create()调用类似于 SQL 中的 INSERT 
语句。 

创建对象时，考虑以下准则和指导原则。 

权限 
必须登录客户端应用程序且具有足够的访问权限才能在指定对象内创建单个对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影响数据访问的因

素”。 

特殊处理 
某些对象（这些对象中的某些字段）需要特殊处理或权限。例如，可能需要权限来访问对象的父对象。在试图用 create()创建特

定对象之前，确保阅读“标准对象”中对它的说明。 

可创建的字段 
只有 createable 为 true 的字段才能通过调用 create()创建。要确定是否能创建给定对象，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对对象调用 
describeSObjects()，并检查其 createable 属性。 

自动维护的字段 

API 会为 ID 字段自动生成唯一值。对于 create()，您不能显式地在 sObject 中指定 ID 值。SaveResult[]对象包含成功创建的每个

对象的 ID。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API 会自动填充某些字段，比如 CreatedDate、CreatedById、LastModifiedDate、LastModifiedById 以及

SystemModstamp。您不能显式地指定这些值。 

必需字段 

对于没有预先配置的默认值的必需字段，必须提供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必需字段”。 

默认值 

对于某些对象而言，一些字段具有默认值，比如 OwnerID。如果没有为这类字段指定值，API 会用默认值填充这些字段。例如，

如果没有覆盖 OwnerID，那么 API 会用与登录客户端应用程序的用户相关联的用户 ID 填充该字段。 

 对于没有预先配置的默认值的必需字段，必须提供值。 
 对于对象中的所有其他字段，如果不显式地指定值，那么其值为 null(VT_EMPTY)。 

引用完整性 
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符合引用完整性规则。例如，如果正在创建的对象是父对象的子对象，那么必须提供将该子对象链接到父对象

的外键信息。例如，创建 CaseComment 时，必须为父 Case 提供有效的 caseID 且父 Case 必须存在于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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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数据值 

必须提供字段数据类型有效的值，如为整数字段提供整数（而不是字母字符）。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遵循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将在 SOAP 消息中处理适当的数据类型映射）指定的数据格式规则。 

字符串值 

在字符串字段中存储值时，API 会去掉前导和尾部空格。例如，如果名称字段的值输入为 ABC Company，那么该值在数据库中会

被存储为 ABC Company。 

从 API 版本 15.0 开始，如果为包含字符串的字段指定了值而该值对于该字段而言太大了，调用会失败且返回一个错误。在之前版本

的 API 中，该值会被截断，调用会成功。如果要在版本 15.0 和之后的 API 中继续保持过去的行为，可以使用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SOAP 报头。 

分配规则 

创建新 Account（帐户触发 Territory Management 分配规则）、Case 或 Lead 对象时，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会设置 
AssignmentRuleHeader 中的选项，根据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配置的分配规则自动将 case 或 lead 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用户。  

多可创建的对象数量 

客户端应用程序 多可在单个 create()调用中添加 200 个单个对象。如果创建请求超过 200 个对象，那么整个操作都会失败。  

关系 

尽管可以在 query()调用中使用关系，但您不能创建不同类型的对象，即使它们具有父子关系，比如帐户和联系人。 

create()和外键 
可以将外部 ID 字段用作外键，它允许一步创建、更新或更新插入记录，而不用先查询记录获得 ID。为此，要先指定外键和外部

ID 字段值。例如： 

public void createForeignKeySample () 
{ 
Opportunity newOpportunity = new Opportunity(); 

newOpportunity. setStageName ("Prospecting"); 
Account parentAccountRef = new Account(); 
parentAccountRef. setExternal _SAP1_ACCTID __c ("SAP111111"); 
newOpportunity. setAccount (parentAccount); 
SaveResult[ ] results = binding.create (new SObject[ ] { newOpportunity} ); 
// check results and do more processing after the create call ... 

} 

创建对象的基本步骤 
创建对象涉及以下基本步骤： 

1. 实例化来自会话的一个或多个单个对象。为每个对象，用要添加的数据填充其字段。 

2. 构建 sObject[]数组并用要创建的对象填充该数组。所有对象都必须是同一类型。 
3. 调用 create()，传入 sObject[]数组。 

4. 处理 SaveResult[]对象中的结果验证是否成功创建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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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Java 

public boolean createAccountSample () 
{ 

// Create two account objects 
Account account1 = new Account(); 
Account account2 = new Account(); 

// Set some fields on the account object 
// Name field (required) not being set on account1, 

// so this record should fail during create. 
account1.setAccountNumber("002DF99ELK9"); 
account 1. setBillingCity ("Wichita"); 
account 1. setBillingCountry ("US"); 
account1.setBillingState("KA"); 
account1.setBillingStreet ("4322 Haystack Boulevard"); 

account1 . setBillingPostalCode ("87901"); 

// Set some fields on the account2 object 
account2 . setName ("Golden Straw"); 

account2.setAccountNumber("003DF99ELK9"); 
account2 . setBillingCity ("Oakland"); 
account2 . setBillingCountry ("US"); 

account2 . setBillingState ("CA"); 
account2.setBillingStreet ("666 Raiders Boulevard"); 

account2 . setBillingPostalCode ("97502"); 

// Create an array of SObjects to hold the accounts 
SObject[ ] sObjects = new SObject[ 2] ; 
// Add the accounts to the SObject array 

sObjects[ 0] = account1; 
sObjects[ 1] = account2; 

// Invoke the create call 
try { 
SaveResult[] saveResults = binding.create (sObjects); 

// Handle the results 
for (int i=0; i<saveResults.length; i++) { 
// Determine whether create succeeded or had errors 
if (saveResults[ i] .isSuccess()) { 
// No errors, so we will retrieve the id created for this index 

System.out.println(saveResults[ i] .getId()); 
} 
else { 
// Handle the errors 
System.out.println("Item " + i + " had an error updating."); 

System.out.println("The error reported was: " + 
saveResults[ i] .getErrors()[ 0] .getMessage() + "\n"); 

} 
} 

} catch (InvalidSObjectFault e) { 
System.out.println("Invalid object exception encountered:\n\n" + e.getMessage ()); 

return false; 
} catch (UnexpectedErrorFault e) { 
System.out.println("Unexpected error exception encountered:\n\n" + e.getMessage ()); 

return false; 
} catch (InvalidIdFault e) { 
System.out.println("Invalid Id exception encountered:\n\n" + e.getMessage ()); 
return false;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Remote exception encountered:\n\n" + e.getMessage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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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C#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 Collections. 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FDCWsdl. Salesforce_WSDL; 

namespace SFDCWsdl 
{ 

public class SFDCWsdlTest 
{ 

private SforceService binding;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Username = "USERNAME";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Password = "PASSWORD"; 

/// <summary> 
/// Create the binding and login 
/// </summary> 
private SFDCWsdlTest () 
{ 

this.binding = new SforceService(); 
binding.login(SFDCWsdlTest.Username, SFDCWsdlTest.Password); 

} 

private void CreateAccountSample () { 
sObject account; 
sObject[] accs = new sObject[ 1] ; 

account = new sObject(); 
System.Xml.XmlElement[] acct = new System.Xml.XmlElement[ 6]; 

System.Xml.XmlDocument doc = new System.Xml.XmlDocument(); 

acct[0] = doc.CreateElement("Industry"); acct[ 0] .InnerText = "Farming"; acct[1] = 
doc.CreateElement("Name"); acct[ 1] .InnerText = "Golden Straw"; acct[2] = 
doc.CreateElement("NumberOfEmployees"); acct[ 2] .InnerText = "40"; 

acct[3] = doc.CreateElement("Ownership"); acct[ 3] .InnerText = "Privately Held"; 

acct[4] = doc.CreateElement("Phone"); acct[ 4] .InnerText = "666.666.6666"; acct[5] 
= doc.CreateElement("Website"); acct[ 5] .InnerText = "www.oz.com"; account.type = 
"Account"; 

account.Any = acct; 
accs[ 0] = account; 

//create the object(s) by sending the array to the API 
SaveResult[] sr = binding.create(accs); 
for (int j = 0; j < sr.Length; j++) 
{ 

if (sr[ j] .success) 
{ 

Console.Write (System.Environment.NewLine + 
"An account was created with an id of: " + sr[j] .id); 

} 
else 

{ 
//there were errors during the create call, go through the errors //array 

and write them to the screen 
for (int i = 0; i < sr[ j] .errors.Length; i++) 
{ 

//get the next error 
Error err = sr[ j] .errors[ i]; 
Console.WriteLine ("Errors were found on item " + j.ToString()); 

Console.WriteLine("Error code is: " + err.statusCode.ToString()); 
Console.WriteLine("Error message: " + err.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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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sObjects sObject 数组 一个或多个要创建的 sObject objects 数组。限制： 
200 个 sObject 值 

 

响应 

SaveResult[] 

错误 
InvalidSObject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SaveResult 

create()调用会返回一组 SaveResult 对象。SaveResult 数组中的每个元素都对应于 create()调用中作为 sObjects 参数

传入的 sObject[]数组。例如，SaveResult 数组第一个索引中返回的对象与 sObject[]数组第一个索引中指定的对象相匹配。

SaveResult 对象具有以下属性：  
Name Type Description 
id ID 

要使用 create()创建的 sObject 的 ID。如果该字段包含值，那么会成功创建该

对象，如果该字段为空，那么不会创建该对象且 API 会返回错误信息 

success 布尔型 指示该对象的 create()调用是否成功（true 表示成功，false 表示不成功） 

errors Error 数组 如果在 create()调用中发生错误，则返回一个或多个 Error 对象的数组，提供错误

代码及说明  

delete() 

从组织的数据中删除一个或多个单个对象。 

语法 

DeleteResult[] = binding.delete(ID[] ids);



 

 

 

用法 

使用 delete()删除组织数据中的一个或多个现有对象，如单个帐户或联系人。delete()调用类似于 SQL 中的 DELETE 语句。  

准则和指导原则 

删除对象时，考虑以下准则和指导原则： 

 必须登录客户端应用程序且具有足够的访问权限才能删除指定对象内的单个对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影响数据访问

的因素”。 
 此外可能还需要访问该对象父对象的权限。有关特殊访问的要求，请参阅“标准对象”中的对象说明。 

 要确保引用完整性，delete()调用必须支持级联删除。如果删除了父对象，也会自动删除其子对象，只要每个子对象可以被

删除。例如，如果删除 Case，那么 API会自动删除与该案例相关联的任何 CaseComment、CaseHistory和 CaseSolution

对象。但是，如果 CaseComment 是不可删除的或者目前正在使用中，那么对该父 Case 的 delete() 调用就会失败。 
 某些对象不能通过 API 删除。要通过 delete()调用删除对象，其对象必须配置为可删除（deletable 为 true）。要确定

某个给定对象是否可以被删除，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为该对象调用 describeSObjects()并检查其 deletable 属性。 

删除对象的基本步骤 

删除对象涉及以下基本步骤： 

1. 确定每个要删除对象的 ID。例如，可以调用 query()根据特定标准获取要删除的一组记录。  

2. 构建 ID[]数组并用要删除的每个对象的 ID 填充该数组。可以指定不同对象的 ID。例如，可以在同一数组中指定单个 Account

和单个 Contact 的 ID。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3. 调用 delete()，传入 ID[]数组。 

4. 处理 DeleteResult[]对象中的结果，验证是否成功删除了对象。 

示例代码—Java 

public boolean deleteSample() { 
// Create an array to hold the IDs of the records to delete and add IDs 

// to the array 
ID[] ids = new ID[] { new ID("001x00000000JerAAE"), new ID("001x00000000JesAAE") }; 

// Invoke the delete call 
try { 
DeleteResult[ ] deleteResults = binding.delete (ids); 
// Process the results 
for (int i=0;i<deleteResults.length;i++) { 
DeleteResult deleteResult = deleteResults[ i]; 
// Determine whether delete succeeded or had errors 
if (deleteResult.isSuccess()) { 
// Get the id of the deleted record 
deleteResult . get Id(); 

} 
else { 
// Handle the errors. We just print the first error out for sample purposes. 

Error[] errors = deleteResult.getErrors(); 
if (errors.length > 0) { 
System.out.println("Error code: " + errors[ 0] .getStatusCode()); 

System.out.println("Error message: " + errors[ 0] .get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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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 (UnexpectedErrorFault e) { 
System.out.println("Unexpected error encountered:\n\n" + e.getExceptionMessage()); 

return false;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Remote exception encountered:\n\n" + e.getMessage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deleteAccount() 
{ 

// Delete call takes a string array of IDs as parameter 
String[] IDs = new String[] { "001x00000000JerAAE"} ; 
// Invoke the delete call, saving the result in a DeleteResult object 
DeleteResult[ ] deleteResults = binding.delete (IDs); 
//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lete call succeeded or failed 
if (deleteResults[ 0] .success) 
{ 

// Delete operation succeeded 
System.Diagnostics.Trace.WriteLine("Deleted: " + deleteResults[ 0] .id); 

} 
else 

{ 
// Delete operation failed 
System.Diagnostics.Trace.WriteLine("Could not delete because: " 

+ deleteResults[ 0] .errors[ 0] .message);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Ids          ID 数组 与要删除的对象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 ID 的数组。在 7.0 及更高的版本中，可以为

delete()调用传递 多 200 个对象 ID。在 6.0 及更早的版本中，该值的极限是

2000  

响应  

DeleteResult[] 

错误 
InvalidSObject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DeleteResult 

delete()调用返回一组 DeleteResult 对象。DeleteResult 数组中的每个元素都对应于在 delete()调用中作为 ids 参数

传递的 ID[]数组。例如，DeleteResult 数组第一个索引中返回的对象与 ID[]数组第一个索引中指定的对象相匹配。

DeleteResult 对象具有以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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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到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开发者指南。 

emptyRecycleBin() 

立即从回收站中删除记录。 

语法 

EmptyRecycleBinResult[] = binding.emptyRecycleBin(ID[ ] ids); 

用法 

回收站允许您查看和还原在它们被永久删除前 近 30 天删除的记录。组织的每个许可 多可以在回收站中放置 5000 条记录。例

如，如果组织有 5 个许可，那么它可以在回收站中存放 25000 条记录。如果组织达到了回收站的极限，那么 Salesforce 会自动移

除 早的记录，只要它们已经在回收站中存放了至少两个小时。 

如果知道要向回收站添加大量记录并且知道不需要 undelete()它们，那么会希望在 Salesforce 进程删除记录之前移除它们。例

如，如果要加载大量记录用于测试或者要进行大量 create()调用，后面跟着 delete()调用，可以使用这个调用清空回收站。 

准则和指导原则 

清空回收站时，考虑以下准则和指导原则： 
 登录的用户可以删除其回收站或者下属回收站中可以查询的任何记录。如果登录的用户拥有 Modify All Data 权限，他/她可以查

询和删除组织中任何回收站中的记录。 
 在 10.0 及更高版本中提供了此功能。 

 大记录数为 200。 

 不包括要被级联删除的任何记录的 ID，否则将出现错误。 
 一旦使用此调用删除了记录，它们就不能被 undeleted()了。 
 使用此调用从回收站删除记录之后，一段时间后可以使用 queryAll()查询它们。通常该时间为 24 小时，但可能更长或更短。 

示例代码—Java 

public boolean emptyRecycleBinSample() { 

// Create an array of Strings to hold the IDs of the records to delete and add IDs  

// to the array 

名称 类型 说明 
id ID* 

要删除的 sObject 的 ID。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success 布尔型* 指示该对象的 delete()调用是否成功（true 表示成功，false 表示未成功） 

errors Error 数组* 如果在 delete()调用中发生错误，则返回一个或多个 Error 对象的数组提供错误信息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i/index_CSH.htm#field_types.htm#i1435330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i/index_CSH.htm#primitive_data_types.htm#i1435021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i/index_CSH.htm#primitive_data_types.htm#i142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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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ids = new ID[] { new ID("001x00000000JerAAE"), new ID("001x00000000JesAAE") }; 
try { 

// Delete the records 
binding.delete (ids); 

// Empty the records from the recycle bin to 
// prevent the records from being undeleted 
EmptyRecycleBinResult[ ] emptyRecycleBinResults = binding. emptyRecycleBin 

(ids); // Process the results 
for (int i=0; i<emptyRecycleBinResults . length; i++) { 
EmptyRecycleBinResult emptyRecycleBinResult = emptyRecycleBinResults[ i] ; 

// Determine whether the emptying succeeded or had errors 
if (emptyRecycleBinResult.isSuccess ()) { 
// Get the id of the record we removed 
emptyRecycleBinResult .getId (); 

} 
else { 
// Handle the errors. We just print the first error out for sample purposes. 

Error[] errors = emptyRecycleBinResult.getErrors (); 
if (errors.length > 0) { 
System.out.println("Error code: " + 

errors[ 0] .getStatusCode()); System.out.println("Error message: " 
+ errors[ 0] .getMessage()); 
} 

} 
} 

} catch (UnexpectedErrorFault e) { 
System.out.println("Unexpected error encountered:\n\n" + e.getExceptionMessage()); 

return false;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Remote exception encountered:\n\n" + e.getMessage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参数 

响应  

EmptyRecycleBinResult 

错误 
InvalidSObject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EmptyRecycleBinResult 
emptyRecycleBin()调用返回一组 EmptyRecycleBinResult 对象。该数组中的每个元素都对应于在 emptyRecycleBin()调

用中作为参数传递的 ID[]数组。例如，DeleteResult 数组第一个索引中返回的对象与 ID[]数组第一个索引中指定的对象相匹配。 

DeleteResult 对象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ids ID 数组 与要从回收站删除的记录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 ID 的数组 大记录数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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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Deleted() 

获取指定对象中给定时间段内已经被删除的单个对象的列表。 

语法 

GetDeletedResult = binding.getDeleted(string sObjectType dateTime startDate dateTime EndDate); 

用法 
将 getDeleted()用于数据复制应用程序以便获取指定时间段内已经从组织数据中删除的对象实例的列表。getDeleted()调用获

取包含一组 DeletedRecord 对象的 GetDeletedResult 对象，其中包含每个删除对象的 ID 及其被删除的日期/时间（协调世界

时，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UTC））。确保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使用 getDeleted()之前阅读数据复制（有关 ID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ID字段类型”）。 

从版本 8.0 开始，getDeleted()调用遵循用户的共享模型。 

准则和指导原则 

复制删除对象时，考虑以下准则和指导原则： 

 指定的 startDate 在时间上必须在指定的 endDate 值之前。指定的 startDate 不能与指定的 endDate 值相同或比该值指

示的时间晚。否则 API 将返回 INVALID_REPLICATION_DATE 错误。 
 只有在用户有权访问它们时，才会返回记录。 
 返回的记录为执行调用之日起 30 日之内的记录（或者更早的记录，如果管理员清空过回收站）。如果在执行 getDeleted()

调用之前，清空了回收站，会返回 INVALID_REPLICATION_DATE 错误。 
 如果 latestDateCovered 小于 endDate，调用将会失败，返回 INVALI D_REPLICATION_DATE 错误以及

latestDateCovered 的值。 

 删除的记录写入 getDeleted()访问的删除日志。如果存放的记录数量高于某个限额，每两个小时运行一次的后台进程会清

除在组织的删除日志中存放超过两个小时的记录。 从 早的记录开始，该进程清除删除日志条目，直到删除日志回到限额以

下。这个操作可以避免 Salesforce 产生与删除日志数量过大相关的性能问题。该限额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5000 * number of licenses in the organization 

例如，一个拥有 1000 个许可的公司在任何清空发生之前，可以在删除日志中存放 多 500 万条记录。如果在执行 getDeleted()调

用之前进行了情况操作，将返回 INVALID_REPLICATION_DATE 错误。如果得到了该异常，应该拉动表。 

 如果删除了大量记录，应该更经常地运行数据复制，不到两个小时就运行一次，以便确保通过 getDeleted()返回所有记录。 
 客户端应用程序通常会定期轮询变更的数据。有关轮询的注意事项，请参阅“轮询变更”。 

Name Type Description 
id ID 

试图删除的 sObject 的 ID。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isSuccess 布尔型 指示该对象的调用是否成功（true 表示成功，false 表示未成功） 
Errors 错误数组 如果在调用中发生错误，则返回一个或多个 Error 对象的数组提供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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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对象不能通个 API 复制。要通过 getDeleted()调用复制某个对象，其对象必须配置为可复制的（rReplicateable 为

true）。要确定是否复制给定对象，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为对象调用 describeSObjects()并检查其 replicateable 属

性。 

 开发工具处理时间数据的方式不同。某些开发工具报告当地时间，而其他的工具仅报告（协调世界时，UTC）。要确定您的开

发工具处理时间值的方式，请参阅其相关文档。 

复制删除对象的基本步骤 

可以为每个对象使用以下基本步骤，复制删除对象： 

1. （可选）确定对象结构自上次复制请求以来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检查对象的结构更改”中所述。 

2. 调用 getDeleted()，传入对象和删除对象所属的时间段。  
3. 在 DeleteResult 对象中，在返回的 DeletedRecord 对象数组中迭代，该结果包含每个删除对象的 ID 及删除它的日期（协

调世界时，UTC）。 

4. 对局部数据采取适当操作，移除删除的对象或将它标志为删除。 

5. （可选）保存请求时间段以供将来参考。应该保存 latestDateCovered 的值。 

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执行其他与数据复制操作相关的任务。例如，如果销售机会关闭，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运行新的收入报告。类

似地，如果任务完成了，进程可能将该任务记录到另一个系统中。 

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getDeletedSample() { 
try { 

// You can use the timestamp from the service for a known point in time 
Calendar serverTime = binding.getServerTimestamp() .getTimestamp(); 

// Create a start time value for the call 
GregorianCalendar startTime = (GregorianCalendar) serverTime. clone(); 

// Create an end time value for the call 
GregorianCalendar endTime = (GregorianCalendar) serverTime; 
// Subtract 5 mins from the server time so that we have a valid time frame. 

// You can use just about any timespan you want, 5 minutes is arbitrary 
endTime.add(GregorianCalendar.MINUTE, -5); 

System.out.println("Checking deletes at: " + startTime.getTime() .toString()); 
GetDeletedResult gdr = binding.getDeleted("Contact", startTime, endTime); 

// Check the number of records contained in the results, if more that 0, 
// then something was deleted in the 5 minute span 

if (gdr.getDeletedRecords() != null && gdr.getDeletedRecords().length > 0) { 
for (int i=0;i<gdr.getDeletedRecords() .length;i++) { 
System.out.println(gdr.getDeletedRecords(i) .getId() + " was deleted on " 

+ gdr.getDeletedRecords (i) .getDeletedDate () .getTime () .toString());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No deletions from contacts in the last 5 minutes.");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Exception caught, error message was: \n" + ex.get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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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getDeletedSample() 
{ 

DateTime endTime = binding.getServerTimestamp() .timestamp; 
DateTime startTime = endTime.AddMinutes(-5)); 
sforce.GetDeletedResult gdr = binding.getDeleted("Contact", startTime, endTime); 

if (gdr.deletedRecords.Length> 0) 
{ 

for (int i=0;i<gdr.deletedRecords.Length;i++) 
{ 

Console.WriteLine(gdr.deletedRecords[i].id + " was deleted on " 
+ gdr.deletedRecords[ i] .deletedDate.ToString()); 

} 
} 

else 
{ 

Console.WriteLine("No deleted contacts between " + startTime.ToString() + 
" and " + endTime.ToString() );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SObjectTypeEntityType 字符串 对象类型。指定的值必须为组织的有效对象。请参阅 sObject 

startDate 日期时间 起始日期/时间（协调世界时（UTC），非本地时区），获取数据的时间段。 API
忽略指定日期 Time 值的秒部分（例如，12:30:15 被解释为 12:30:00 UTC） 

endDate 日期时间 结束日期/时间（协调世界时（UTC），非本地时区），获取数据的时间段。API
忽略指定日期 Time 值的秒部分（例如，12:35:15 被解释为 12:35:00 UTC） 

 

限制 

对 GetDeletedResult 的结果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 getDeleted()调用返回超过 600000 条记录且用户是系统管理员，那么会返回 EXCEEDED_ID_LIMIT 异常。 

 如果 getDeleted()调用返回超过 20000 条记录且用户不是系统管理员，那么会返回 OPERATION_TOO_LARGE 异常。

注意该错误出现在在整个组织中删除了超过 20000 条记录的时候，而不仅仅是用户可查看的记录。  

可以通过选择接近的起止日期纠正该错误。 

响应 
GetDeleted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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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InvalidSObject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GetDeletedResult 

getDeleted()调用返回 GetDeletedResult 对象，该对象包含一个 DeletedRecord 数组和两个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earliestDateAvailable 日期时间 getDeleted()调用的对象类型， 后一个物理删除对象的时间戳（协调世

界时（UTC），非本地时区）。如果该值小于 endDate，调用将失败，在

执行另一次复制之前应重新同步数据 

deletedRecords[] 
删除的记录         删除记录的数组，这些记录满足 getDeleted()调用中指定的起始和结束日

期 
latestDateCovered 日期时间 早进程的时间戳（协调世界时（UTC），非本地时区），该进程位于未完

成的 getDeleted()调用指定的 startDate 和 endDate 范围之内。此处的值

表明出于安全考虑，应该将该值用于下一次 startDate，以便获取在

startDate 之后开始但在 endDate 之前没有完成，因此在该调用中没有返回

的变更  

deletedRecords 
GetDeletedResult 包含 deletedRecords 数组，它包含以下属性： 

getUpdated() 

获取指定对象给定时间段内已经更新（添加或变更）的单个对象列表。 

语法 

GetUpdatedResult[] = binding.getUpdated(string sObjectType dateTime startDate dateTime EndDate); 

名称 类型 说明 
deletedDate 日期时间 该记录删除的日期与时间（协调世界时，非本地时区） 

id ID 已经删除的 sObject 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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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getUpdated()用于数据复制应用程序，以获取指定时间段内已创建或更新的指定对象的一组对象 ID。getUpdated()调用获取一

个 GetUpdatedResult 对象数组，其中包含每个创建或更新对象的 ID，以及创建或更新它的日期/时间（协调世界时，UTC）。在

客户端应用程序上使用 getUpdated()之前确保阅读了“数据复制”。 

注意：getUpdated()调用仅获取注册用户有权访问的对象的 ID。 

准则和指导原则 

复制创建的和更新的对象时，请考虑以下准则和指导原则： 

 指定的 startDate 必须在时间上在指定的 endDate 值之前。指定的 startDate 不能与指定的 endDate 值相同或比该值指

示的时间晚。否则 API 将返回 INVALID_REPLICATION_DATE 错误。 
 返回的记录为执行调用之日起 30 日之内的记录 
 客户端应用程序通常会定期轮询变更的数据。有关轮询的注意事项，请参阅“轮询变更”。 

 客户端应用程序只能复制其具有足够权限的对象。例如，要复制组织的所有数据，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以对指定对象有 View All 
Data 访问权限的身份登录。同样，对象必须包含在共享规则之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影响数据访问的因素”。 

 某些对象不能通过 API 复制。要通过 getUpdated()调用复制对象，该对象必须配置为可复制的（replicateable 为

true）。要确定某个对象是否可以被复制，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为对象调用 describeSObjects()，检查其

replicateable 属性。 
 某些对象不能被删除，比如 Group、User、Contract 或 Product2 对象。但是，如果这些对象的实例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不

可见，它们可能处于非活动状态，只有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能看到它们。要确定消失的对象是否处于非活动状态，客户端应用

程序可以调用 getUpdated()并检查对象的活动标志。 
 开发工具处理时间数据的方式不同。某些开发工具报告本地时间，其他的报告协调世界时（UTC）。要确定开发工具处理时间

值的方式，请参阅其相关文档。 

复制更新对象的基本步骤 

对于要复制的每个对象都要完成以下基本步骤： 

1. （可选）客户端应用程序确定自上次复制请求以来对象的结构是否发生的变化，如“检查对象的结构更改”中所述。 

2. 调用 getUpdated()，传入对象和获取哪个时间段的数据。 
3. 在返回的 ID 数组间迭代。为数组中的每个 ID 元素，调用 retrieve()以便从相关对象获取 新信息。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对

本地数据采取适当的操作，比如插入新行或用 新信息更新现有行。 

4. （可选）客户端应用程序保存未来引用的请求时间戳。 

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执行与数据复制操作相关的其他任务。例如，如果销售机会要变为关闭，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运行一个新的

收入报告。类似地，如果任务完成了，进程可能会在另一个系统中以某种方式记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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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getUpdatedSample() { 

try { 
// You can use the server timestamp as known point in time Calendar 

serverTime = binding.getServerTimestamp() .getTimestamp(); // Create a 
start time value for the call 

GregorianCalendar startTime = (GregorianCalendar) serverTime. clone(); //
 Create an end time value for the call 

GregorianCalendar endTime = (GregorianCalendar) serverTime; 
// subtract 5 mins from the server time so 
// that we have a valid time frame, you can use just 
// about any timespan you want, 5 minutes is arbitrary 
startTime.add(GregorianCalendar.MINUTE, -5); 
System.out.println("Checking updates at: " + startTime.getTime() .toString()); 

GetUpdatedResult ur = binding.getUpdated("Account", startTime, endTime); 
// Check the length of the returned array of IDs 
// to detect if you got any hits 
if (ur.getIds() != null && ur.getIds().length > 0) { 

for (int i=0;i<ur.getIds().length;i++) { 
System.out.println(ur.getIds(i) + " was updated between " 

+ startTime.getTime() .toString() + " and " 
+ endTime.getTime().toString());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No updates to accounts in the last 5 minutes.");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Exception caught, error message was: \n" + ex.getMessage()); 

}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getUpdatedSample() 
{ 

DateTime endTime = binding.getServerTimestamp() .timestamp; 
DateTime startTime = endTime.Subtract (new System.TimeSpan(0, 0, 5, 0, 0)); 
sforce . GetUpdatedResult gur = binding.getUpdated("Account", startTime, endTime); 
if (gur.ids.Length> 0) 
{ 

for (int i=0;i<gur.ids.Length;i++) 
{ 

Console.WriteLine(gur.ids[i] + " was updated between " + startTime.ToString() 
+ " and " + endTime.ToString()); 

} 
} else 
{ 

Console.WriteLine("No updates to accounts between " + startTime.ToString() + 
" and " + endTime.ToString() );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sObjectTypeEntity
Type 

字符串 对象类型。指定的值必须是组织的有效对象。有关标准对象的列表，请参阅

“标准对象” 
StartDate 日期时间 起始日期/时间（协调世界时（UTC），非本地时区）获取数据的时间段。 API

忽略指定日期 Time 值的秒部分（例如，12:30:15 被解释为 12:30:00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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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说明 
endDate 日期时间 结束日期/时间（协调世界时（UTC），非本地时区），获取数据的时间段。API 忽略

指定日期 Time 值的秒部分（例如，12:35:15 被解释为 12:35:00 UTC） 

 

警告：GetUpdatedResult[]结果的极限是 200000 个 ID。如果 getUpdated()调用返回了超过 200000 个 ID，会返回

EXCEEDED_ID_LIMIT 异常。可以通过选择接近的起止日期纠正该错误。 
 

响应 

GetUpdatedResult[] 

错误 
InvalidSObject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GetUpdatedResult 
getUpdated()调用返回 GetUpdatedResult 对象，该对象包含在指定时间段内插入或更新的每条记录的信息。

GetUpdatedResult 对象具有以下属性： 

invalidateSessions() 

结束由 sessionId 指定的一个或多个会话。 

语法 

InvalidateSessionsResult = binding.invalidateSessions (string[] sessionIds); 

名称 类型 说明 
id[] ID 更新的每个对象的 ID 数组 

latestDateCovered 日期时间 早进程的时间戳（协调世界时（UTC），非本地时区），该进程位于未完成

的 startDate 和 endDate 范围之内。此处的值表明出于安全考虑，应该将该

值用于下一次 startDate，以便获取在 startDate 之后开始但在 endDate 之

前没有完成，因此在该调用中没有返回的变更 



 

395 

 

 

用法 

使用此调用结束一个或多个会话。 

还可以使用 logout()仅结束一个会话，也就是注册用户的会话。 

示例代码—Java 
public void invalidateSessions (String [] sessionIds) { 

try { 
InvalidateSessionsResult[ ] results; 
results = binding.invalidateSessions (sessionIds); 
for (InvalidateSessionsResult result : results) { 

// check results for errors 
if (!result.isSuccess()) { 

Error[] errors = result.getErrors(); 
if (errors.length > 0) { 

StatusCode code = errors[ 0] .getStatusCode (); 
String message = errors[ 0] .getMessage (); 
// handle error. We just print the first error out for sample purposes. 

System.out.println("Error code: " + code); 
System.out.println("Error message: " + message); 

} 
} 

} 
} 
catch (Exception e) { 

// handle exception. We just print it out for sample purposes. System.out.println("Unexpected 
error encountered while trying to logout:\n\n" + e.getMessage ()); 

} 
} 

示例代码—C# 
public void InvalidateSessions (string [] sessionIds) { 

try { 
InvalidateSessionsResult[ ] results; 
results = binding.InvalidateSessions (sessionIds); 
for (InvalidateSessionsResult result in results) { 

// check results for errors 
if (!result.Success) { 

StatusCode code = result.Errors[ 0] .StatusCode; 
string message = result.Errors[ 0] .Message; 
// handle error 
... 

} 
} 

} 
catch (Exception e) { 

Console.WriteLine("Unexpected error encountered while trying to logout:\n\n{0}", 
e.Message); 

// handle exception 
...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sessionIds 字符串数组 一个或多个 sessionId 字符串。极限是 200。可以从 SessionHeader 获取

sess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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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InvalidateSessionsResult[] 

错误 

UnexpectedErrorFault 

InvalidateSessionsResult 

invalidateSessions()调用返回 LogoutResult 对象数组。每个对象都具有以下属性： 

login() 

登录到登录服务器并开始客户端会话。 

语法 

LoginResult = binding.login(string username, string password); 

用法 

login()调用用于登录到登录服务器并开始客户端会话。在进行任何其他 API 调用之前，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登录并获取

sessionId 和服务器 URL。 

客户端应用程序调用 login()，它会传入用户名和密码作为用户凭证。调用时，Force.com API 会验证凭证并返回会话的 

sessionId、与注册用户名相关的用户 ID 以及指向 Force.com API 的 URL，以便在所有后续的 API 调用中使用。  

Salesforce 检查客户端应用程序登录的 IP 地址，阻止来自未知 IP 地址的登录。对于通过 API 阻止的登录，Salesforce 会返回登录错

误。用户必须将自己的安全令牌添加到密码末尾才能登录。安全令牌是 Salesforce 自动生成的密钥。例如，如果用户的密码是

mypassword，其安全令牌是 XXXXXXXXXX，那么用户必须输入 mypasswordXXXXXXXXXX 才能登录。用户可以通过改变其密码或

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重置其安全令牌获取安全令牌。用户改变密码或重置其安全令牌时，Salesforce 会将新的安全令牌发送到用

户 Salesforce 记录中的电子邮件地址。安全令牌直到用户重置其安全令牌、改变其密码或重置其密码之后才能生效。安全令牌无效

时，用户必须重复登录进程进行登录。要避免这种情况，管理员要确保将客户端的 IP 地址添加到组织的受信 IP 地址列表。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安全令牌”。 

登录以后，客户端应用程序需要执行这些任务： 

 在 SOAP 报头中设置会话 ID，以便 Force.com API 能够验证后续的对此会话的请求。 
 将服务器 URL 指定为后续服务请求的目标。必须更改为服务器 URL，登录服务器仅支持登录调用。

名称 类型 说明 
success 布尔型 指示会话是否成功终止（成功终止为 true，未成功为 false） 

errors 错误数组 如果在调用期间发生错误，一个或多个 Error 对象的数组。每个对象包含一个错

误代码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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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工具指定会话报头和服务器 URL 的方式不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您的开发工具的相关文档。 

企业和合作伙伴端点 

在 API 11.1 及更早的版本中，用合作伙伴 WSDL 构建的客户端应用程序能够发送请求到企业端点，而企业 WSDL 应用程序能发送

请求到合作伙伴端点。从版本 12.0 开始，这个功能就不支持了。 

会话过期 

客户端应用程序不需要显式地登录来结束会话。会话会在预定的非活动时间长度到期后，自动过期，可以通过在 Salesforce 中单击 
Setup➤Security Controls 进行设置。默认值是 120 分钟（两小时）。 

对活动的自助服务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要对活动的自助服务用户进行身份验证，使用 LoginScopeHeader 来指定自助服务用户进行身份验证的 Organization ID。自助服务

用户必须存在并且在进行身份验证之前是活动的（请参阅 SelfServiceUser）。 

注销 

Salesforce 建议您总是在不再需要会话时调用 logout()来结束会话。这会结束子会话以及正在注销的会话。注销会话而不是等待

配置的会话过期会提供 大的保护。 

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boolean login() { 
LoginResult loginResult = null; 

SoapBindingStub binding = null; 
try { 

//Create binding object 
binding = (SoapBindingStub)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getSoap(); 
//login 
loginResult = binding.login("username", "password");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return false; 

} 

System.out.println("Login was successful."); 

//Reset the SOAP endpoint to the returned server URL 
binding. _setProperty(Stub.ENDPOINT _ADDRESS _PROPERTY, loginResult.getServerUrl()); 

//Create a new session header object 
//add the session ID returned from the login 
_SessionHeader sh = new _SessionHeader(); 
sh.setSessionId(loginResult.getSessionId()); 
//Set the session header for subsequent call authentication 
binding. 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 . getServiceName () . 

getNamespaceURI (), "SessionHeader", sh); 

// get user info 
try { 
GetUserInfoResult userInfo = binding.getUserInfo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return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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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rue;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login() 
{ 
// Create service object 
binding = new SforceService(); 
// Invoke the login call and save results in LoginResult 

LoginResult lr = binding.login("username","password"); if 
(!lr.passwordExpired) { 

// Reset the SOAP endpoint to the returned server URL 
binding.Url = lr.serverUrl; 

// Create a new session header object 
// Add the session ID returned from the login 

binding.SessionHeaderValue = new SessionHeader(); 
binding. SessionHeaderValue. sessionId = lr . sessionId; 
GetUserInfoResult userInfo = lr.userInfo; 

} else { 
Console.WriteLine ("Your password is expired."); 

} 
} 

参数 

登录请求大小限制在 10 KB 之内。 

响应 
LoginResult 

错误 

Login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LoginResult 
login()调用返回 LoginResult 对象，该对象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username 字符串 登录 username 

password 字符串 登录与指定 username 相关联的密码 

名称 类型 说明 
metadataServerUrl 字符串 端点的 URL，可以处理后续的元数据 API 调用。客户端应用程序需要设置该端点 

passwordExpired 布尔型 指示在尝试登录期间使用的密码是否过期，true 为过期，false 为未过期。如果

密码已经过期，API 返回有效的 sessionId，但唯一允许的操作是

setPassword()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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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ut() 

结束注册用户的会话。 

语法 

LogoutResult = binding.logout(); 

用法 

此调用会结束发出调用的注册用户的会话。不需要参数。 

要结束由注册用户以外的其他人开始的一个或多个会话，请参阅 invalidateSessions()。 

示例代码—Java 
public void logout() { 

try { 
binding.logout(); 

} 
catch (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Unexpected error:\n\n" + e.getMessage ()); 
} 

} 

示例代码—C# 
public void Logout() { 

try { 
binding.Logout(); 

} 
catch (Exception e) { 

Console.WriteLine ("Unexpected error:\n\n" + e.Message); 
} 

} 

参数 
该调用不使用参数。它会结束发出调用的注册用户的会话，因此不需要参数。注册用户通过该调用的 SessionHeader 指定的

sessionId 识别。 

名称 类型 说民 
serverUrl 字符串 端点的 URL，可以处理后续的 API 调用。客户端应用程序需要设置该端点 

 
sessionId 字符串 与该会话关联的唯一 ID。客户端应用程序需要在会话报头中设置该值 

userId ID 与指定用户名和密码关联的用户的 ID 

userInfo getUserInfoResult 用户信息字段。有关这些字段的列表，请参阅 getUserInfo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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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返回空值。因为调用失败就意味着会话已经注销，不需要结果了。任何意料之外的错误（比如系统不可用）抛出的异常，应由客户

端应用程序处理。 

错误 

UnexpectedErrorFault 

merge() 

将 多三条记录合并成一个。  

语法 

mergeResult[] = binding.merge (mergeRequest[] mergeRequests); 

用法 

此调用用于将对象类型相同的记录合并到一条记录，删除其他记录并重新设置任何相关记录的父级。每个合并操作都在一个事务内完

成。一批合并操作具有多个事务，该批中的每个元素都有一个事务。 

唯一支持对象类型是 Lead、Contact 和 Account。 

masterRecord 字段指示哪些记录是其他并入记录的主记录。可以使用 queryAll()来查看合并期间已经删除的记录。 

此调用要求您确定合并调用之前非主记录中的字段值是否应替代主记录中的值。如果是，则应在 MergeRequest 的 masterRecord

中提供该字段名及其新值，类似于调用更新函数。 

以下限制适用于任何合并请求： 

 单次 SOAP 调用中 多可以发出 200 个合并请求。 
 一个请求中 多可以合并三条记录，包括主记录。这与 Salesforce 用户界面的限制一样。如果有三条以上的记录要合并，可以

在每个请求中使用相同的主记录以避免错误。 

 外部 ID 字段不能与 merge()一起使用。 

要查找自给定时间点起所有被合并的记录，可以使用带有 SELECT 语句的 queryAll()，如下所示： 

SELECT Id, FROM Contact WHERE isDeleted=true and masterRecordId != null AND 
SystemModstamp > 2006-01-01T23:01:01+01:00 

推荐的 佳实践是通过使用 SystemModstamp 进行过滤将结果集缩小到 相关的记录。 

注意： 

从 API 版本 15.0 开始，如果为包含字符串的字段指定了值而该值对于该字段而言太大了，调用会失败且返回一个错误。在之

前版本的 API 中，该值会被截断，调用会成功。如果要在版本 15.0 和之后的 API 中继续保持过去的行为，可以使用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SOAP 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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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Apex 
public void mergeSample() 
throws InvalidSObjectFault, InvalidField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InvalidIdFault, RemoteException 

{ 
Account masterAccount = new Account(); 
masterAccount . setName ("MasterAccount"); 
SaveResult masterAccountSaveResult = binding.create (new SObject[] 

{masterAccount} )[ 0]; masterAccount . setId (masterAccountSaveResult .getId ()); 
masterAccount.setDescription("Old description"); 

Account accountToMerge = new Account(); 
accountToMerge. setName ("AccountToMerge"); 
accountToMerge.setDescription ("Duplicate account"); 

SaveResult accountToMergeSaveResult = binding.create(new SObject[] {accountToMerge} )[ 0]; 

// Attach a note, which will get re-parented 
Note note = new Note(); 
note. setParentId (accountToMergeSaveResult . getId ()); 
note.setBody("This note will be moved to the MasterAccount during merge"); 

binding.create(new SObject[] {note}); 

MergeRequest mr = new MergeRequest(); 

// Perform an update on the master record as part of the merge: 
masterAccount . setDescription ("Was merged"); 

mr. setMasterRecord (masterAccount); 
mr.setRecordToMergeIds (new ID[] 

{ accountToMergeSaveResult.getId()} ); MergeResult result = 
binding.merge (new MergeRequest[] {mr} )[ 0]; 

System.out.println("Merged " + result.isSuccess() + " got " + 
result.getUpdatedRelatedIds () .length + " updated child records"); 

} 

以下样例说明如何合并三个帐户： 

Account master = new Account(name='Master');insert d; 
Account d = new Account (name='MergeD');insert d; 
Account e = new  
Account (name='MergeE');insert e; 

merge master new String[] { a.id};  

merge master new Account[]{ d, e};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mergeSample() 
{ 

try 
{ 

Account masterAccount = new Account(); 
masterAccount.Name = "MasterAccount"; 
SaveResult sr = binding.create (new sObject[] 

{ masterAccount } )[ 0]; masterAccount.Id = sr.id; 
masterAccount.Description = "Old description"; 

Account accountToMerge = new Account(); 
accountToMerge .Name = "AccountToMerge"; 
accountToMerge.Description = "Duplicte account"; 

SaveResult accountToMergeSaveResult = binding.create (new sObject[] 
{ accountToMerge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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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ttach a note, which will get re-parented 
Note note = new Note(); 
note. ParentId = accountToMergeSaveResult . id; 
note.Body = "This note will be moved ot the MasterAccount during merge"; 

binding.create (new sObject[] { note } ); 

MergeRequest mr = new MergeRequest(); 
// Perform an update on the master record as part of the merge: 

masterAccount.Description = "Was merged"; 
mr.masterRecord = masterAccount; 
mr.recordToMergeIds = new String[] { accountToMergeSaveResult.id } ; 
MergeResult result = binding.merge (new MergeRequest[] { mr } )[ 0]; 

Console.WriteLine("Merged " + result.success + " got " + result.ToString() 
+ " updated child records");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ex.ToString()); 

} 
} 

参数 

响应 

mergeResult[]] 

错误 

InvalidSObject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InvalidIdFault 

mergeResult 
merge()调用返回 mergeResult 对象，该对象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Id ID 主记录的 ID，其他记录被合并到的记录  
mergedRecordIds ID 数组 合并到主记录的记录 ID。如果成功，该值将匹配 mergeRequest. 

recordToMergeIds 

success 布尔型 指示合并是否成功（true 表示成功，false 表示不成功） 
updatedRelatedIds ID 数组 为了合并，要移动的（重新设置父关系）的所有相关记录的 ID，发送合并调用

的用户可以查看这些记录 

名称 类型 说明 
masterRecord sObject 必需参数。必须提供其他记录将被合并到的对象的 ID。（可选）提供要更新的字段及其值 

recordToMergeIds ID 数组 必需参数。 小值为 1， 大值为 2。要被合并到主记录的其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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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提交任何批准进程实例等待批准，或处理一组批准进程实例，进行批准、拒绝或删除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联机帮

助的 Getting Started with Approval Processes。 

语法 

ProcessResult = binding.process( processType processRequest[]) 

processType 可以是 ProcessSubmitRequest 或 ProcessWorkitemRequest  

用法 

process()调用用于执行以下两个任务之一： 

 提交一组对象到批准进程。提交时对象不能已经在批准进程中。使用 ProcessSubmitRequest 签名。 
 通过执行批准操作（Approve 或 Reject）处理已经提交到批准进程的对象。使用 ProcessWorkitemRequest 签名。 

处理请求并通过与请求中发送的进程实例一样的进程实例返回 ProcessResult。某个记录的失败不会引起整个请求的失败。 

注意： 

因为可以通过此调用激活 Apex 触发器，所以可以更新包含字符串的字段。 

从 API 版本 15.0 开始，如果为包含字符串的字段指定了值而该值对于该字段而言太大了，调用会失败且返回一个错误。在之前

版本的 API 中，该值会被截断，调用会成功。如果要在版本 15.0 和之后的 API 中继续保持过去的行为，可以使用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SOAP 报头。 

示例代码—Java 
public ProcessResult[] doProcessSample(String comments, ID id, ID[] approverIds) 
throws ApiFault { 

ProcessResult[] processResults = null; 
ProcessSubmitRequest request = new ProcessSubmitRequest(); 
request.setComments (comments); 
request. setNextApproverIds (approverIds); 
request.setObjectId(id); 
try { 

//calling process on the approval submission 
processResults = binding.process (new ProcessSubmitRequest[ ] 
{ request} ); for (ProcessResult processResult : processResults) { 

if (processResult.isSuccess()) { 
System.out.println("Approval submitted for: " + id + ", approverIds: " + 
approverIds.toString() + " successful."); 
System.out.println("Process Instance Status: " + 
processResult.getInstanceStatus ());  

名称 类型 说明 
Errors 错误数组 如果在 merge()调用中发生错误，则返回一个或多个 Error 对象的数组提供错误

代码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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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System.out.println("Approval submitted for: " + id + ", approverIds: " + 

approverIds.toString() + " FAILED."); 
System.out.println("ERRORS: " + processResult.getErrors () .toString()); 

}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return processResults;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doProcessSample(String id, String[] approverIds) 

{ 
ProcessResult[ ] processResults; 
ProcessSubmitRequest request = new ProcessSubmitRequest(); 

request.objectId = id; 

try 
{ 

processResults = binding.process (new ProcessSubmitRequest[ ] { request } ); 
for (int i = 0; i < processResults.Length; i++) 
{ 

ProcessResult processResult = processResults[ i] ; 
if (processResult.success) 

{ 
Console.WriteLine ("Approval submitted for:" + id + " successful."); 

} 
else 

{ 
Console.WriteLine ("Approval submitted for:" + id + " FAILED."); 

Console.WriteLine ("Errors: " + processResult.errors.ToString()); 
} 

}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ex.ToString()); 
} 

} 

ProcessSubmitRequest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objectId ID 提交等待批准的对象，例如 Account、Contact 或自定义对象 

nextApproverIds ID 数组 如果进程需要指定下一个批准，那么该参数表示要分配的下一个请求的用户 ID 

comment 字符串 要添加到与该请求相关联的历史步骤中的注释 
 

ProcessWorkitemRequest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action 字符串 用于处理提交后等待批准的某个项目，该字符串代表要采取的操作：Approve、

Reject 或 Remove。只有系统管理员能够指定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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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ProcessResult[] 

错误 
ALREADY_IN_PROCESS 

NO_APPLICABLE_PROCESS 

ProcessResult 

process()调用返回 ProcessResult 对象，它具有以下属性，根据调用类型不同（提交等待批准，还是处理已经提交等待批准的对

象），所具有的属性也不同：  
名称 类型 说明 

actorIds ID 数组 目前分配到此批准步骤的用户 ID 

entityId ID 正在处理的对象 

errors 错误数组 请求失败时返回的错误集合 
instanceId ID 与提交的等待处理的对象相关联的 ProcessInstance ID 

instanceStatus 字符串 当前进程实例的状态（不是单个对象而是整个进程实例）。有效值是

Approved、Rejected、Removed 或 Pending 

newWorkItemIds ID 数组 指向 ProcessInstanceWorkitem 对象的大小写敏感的 ID（创建的新工作流项

目的集合） 

success 布尔型 如果处理或批准成功完成，则值为 true  

query() 

执行针对指定对象的查询并返回与指定标准匹配的数据。 

名称 类型 说明 
  如果选择了 Allow submitters to recall approval requests（选项，那么提交者也

可以指定 Remove 

nextApproverIds ID 数组 如果进程需要指定下一个批准，那么该参数表示要分配的下一个请求的用户 ID 

comment 字符串 要添加到与该请求相关联的历史步骤中的注释 
workitemId ID 正在批准、拒绝或删除的 ProcessInstanceWorkitem 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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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QueryResult = binding.query(string queryString); 

用法 

query()调用用于从对象获取数据。客户端应用程序调用 query()时，会传入查询表达式，该表达式指定要查询的对象、要获取的

字段以及确定给定对象是否合格的条件。有关用于查询的语法和规则的广泛讨论，请参阅“Salesforce 对象查询语言(SOQL)”。 

调用时，API 执行针对特定对象的查询、缓存 API 上查询的结果并返回针对客户端应用程序的查询响应对象。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

使用查询响应对象上的方法在查询响应的各个行中迭代并获取信息。 

必须有足够的权限登录客户端应用程序才能查询指定对象内的单个对象并查询指定字段列表中的字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影响数据访问的因素”。 

某些对象不能通过 API 查询。要通过 query()调用查询对象，必须将其对象配置为可查询。要确定某个对象是否可查询，客户端

应用程序可以为对象调用 describeSObjects()并检查其 queryable 属性。 

提示：如果使用 Enterprise WSDL，则不应使用 describe 来填充选择列表。例如，如果在使用之后，系统管理员将字段添

加到了 SObject，describe 调用会将字段下拉，而工具箱不知道如何使其序列化，这样您的集成就会失败。 

可以使用 queryAll()查询所有 Task 和 Event 记录，无论它们有没有被归档。还可以根据 isArchived 字段进行过滤以找到仅

归档的对象。不能使用 query()，它会自动过滤掉所有 isArchived 设置为 true 的记录。可以插入、更新或删除归档的记录。 

默认情况下，查询响应对象包含最多 500 行数据。如果查询结果超过 500 行，那么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 queryMore()调用以及客

户端指针获取 500 行数据块中的其他行。可以在 QueryOptions 报头中将默认值增加到 2000，如“改变查询中的批大小”中所述。 

处理时间超过两分钟的查询将超时。对于超时的查询，API 会返回 InvalidQueryLocatorFault 的 API 默认元素。如果发生超

时，则重组查询以便返回或扫描更少量的数据。 

查询 Base64 类型的字段（请参阅 base64）时，查询响应对象一次仅返回一个记录。不能通过改变 query()调用的批大小改变这

种情况。 

注意：对于使用多种货币的组织，查询包含在不同货币中的值的货币字段时需要特殊处理。例如，如果客户端应用程序正在根

据 UnitPrice 字段的值查询 PricebookEntry 对象，且 UnitPrice 量以不同的货币表示，那么查询逻辑必须正确处理这种

情况。例如，如果查询正试图获取单价大于等于 10 美元的所有产品的产品代码，那么查询表达式应如下所示：  

SELECT Product2Id, ProductCode, UnitPrice FROM PricebookEntry 
WHERE (UnitPrice >= 10 and CurrencyIsoCode='USD') 
OR (UnitPrice >= 5.47 and CurrencyIsoCode='GBP') OR 
(UnitPrice >= 8.19 and CurrencyIsoCode='EUR') 

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querySample() { 
QueryResult qr = null; 
_QueryOptions qo = new _QueryOptions(); 
qo.setBatchSize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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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ing. 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 . getServiceName () . getNamespaceURI (), 
"QueryOptions", qo); 

try { 
qr = binding.query("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 
boolean done = false; 
if (qr.getSize() > 0){ 
System.out.println("Logged-in user can see " + qr.getRecords().length + 

" contact records."); 
while (!done) { 
for (int i=0;i<qr.getRecords() .length;i++) 
{ Contact con = (Contact)qr.getRecords(i); 
String fName = con.getFirstName(); 

String lName = con.getLastName(); 
if (fName == null) 

System.out.println("Contact " + (i + 1) + ": " + lName); 
else 
System.out.println("Contact " + (i + 1) + ": " + fName + " " + lName); 

} 
if (qr.isDone()) { 
done = true; 

} else { 
qr = binding.queryMore (qr.getQueryLocator ()); 

}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No records found."); 

} 
System.out.println("\nQuery succesfully executed.");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Failed to execute query succesfully, error message was: \n" + 

ex.getMessage ()); 
} 

} 

示例代码—C#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 Collections. 

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eb.Services .Protocols; 

using Walkthrough.sforce; 

namespace SFDCWsdl 
{ 

public class SFDCWsdlTest 
{ 

private SforceService binding;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Username = "ENTERUSERNAME";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Password = "ENTERPASSWORD"; 

/// <summary> 
/// Create the binding and login 
/// </summary> 
private SFDCWsdlTest () 
{ 

this.binding = new SforceService(); 
LoginResult lr = binding.login(SFDCWsdlTest.Username, SFDCWsdlTest.Password); 

this.binding.Url = lr.serverUrl; 
this.binding.SessionHeaderValue = new SessionHeader(); 

this.binding.SessionHeaderValue.sessionId = lr.sessionId; 
} 

public void Query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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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Result qr = null;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 new QueryOptions();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batchSize = 250;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batchSizeSpecified = true; 

qr = binding.query("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 

bool bContinue = true; 
int loopCounter = 0; 
while (bContinue) 
{ 

Console.WriteLine ("\nResults Set " + Convert.ToString(loopCounter++) 
+ " - ") ; 

//process the query results 
for (int i = 0; i < qr.records.Length; i++) 
{ 

Contact con = (Contact)qr.records[ i]; 
string fName = con.FirstName; 
string lName = con.LastName; 

if (fName == null) 
Console.WriteLine("Contact " + (i + 1) + ": " + lName); 

else 
Console.WriteLine("Contact " + (i + 1) + ": " + fName 

+ " " + lName); 
} 
//handle the loop + 1 problem by checking the most recent queryResult 

if (qr.done) 
bContinue = false; 

else 
qr = binding.queryMore(qr.queryLocator); 

} 
Console.WriteLine ("\nQuery succesfully executed."); 
Console.Write("\nHit return to continue..."); 
Console.ReadLine(); 

} 

[STAThread]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FDCWsdlTest sfdcWsdlTest = new SFDCWsdlTest(); 
sfdcWsdlTest.QuerySample (); 

}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queryString           字符串                          指定要查询对象、要返回字段以及在查询中包含特定对象的条件的查询字符串。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Salesforce 对象查询语言(SOQL)” 
 

响应 

Query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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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MalformedQueryFault 

InvalidSObjectFault 

InvalidField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QueryResult 
query()调用返回 QueryResult 对象，它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queryLocator  QueryLocator 专门的字符串，类似于 ID。用在 queryMore()中，从查询结果中获取后续的对象集（如果

适用）。代表服务器端指针。注意，一个 Salesforce 帐户最多一次可以打开 10 个查询指针 

done 布尔型 指示是否需要使用 queryMore()从查询结果中获取其他行（false 表示获取，true 表示不

获取）。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此值作为在查询结果中迭代时的循环条件 

records sObject 数组 表示指定对象的单个对象并包含 queryString 中指定的字段列表中定义的数据的 sObjects 数组

size   整值型 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该值确定查询是否获取某些行（size > 0 为获取，size = 0 为不获

取）。查询中获取的总行数  

QueryLocator 

在 query()调用返回的 QueryResult 对象中，queryLocator 包含将在后续 queryMore()调用中使用的值。注意以下指导原

则： 

 queryLocator 值仅使用一次。将它传入 queryMore()调用中时，API 会在 QueryResult 中返回新的 queryLocator。 
 QueryLocator 对象在处于非活动状态 15 分钟之后自动过期。 
 用户一次最多可以打开 10 个查询指针。如果已经打开了 10 个 QueryLocator 指针，而作为同一用户登录的客户端应用程序还

试图打开新的指针，那么 10 个指针中最早的一个就会被释放。注意，不同的 Salesforce 指针限制也不同。 

注意：不同 Force.com 功能的指针限制是分别计算的。例如，最多可以打开 10 个查询指针，同时还可以打开 10 个元数据

API 指针。 

QueryLocator 代表服务器端指针。 

 

Salesforce Object Query Language (SOQL) 

使用 Salesforce 对象查询语言（Salesforce Object Query Language，SOQL）为 query()调用中的 queryString 参数构建简单但威

力无穷的查询字符串。与结构化查询语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SQL）的 SELECT 命令类似，SOQL 允许您指定源对象 
（如 Account）、要获取字段的列表以及选择源对象中的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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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SOQL 不支持 SQL SELECT 命令的所有高级特性。例如，不能使用 SOQL 来执行任意连接操作、在字段列表

中使用通配符或使用计算表达式。 
 
以下主题能帮助您了解 SOQL SELECT 的组成部分及其语法和用法： 

 SOQL 格式规范 

 SELECT 
 改变查询中的批大小 
 toLabel() 
 查询多货币组织中的货币字段 

 日期格式和日期字面值 
 null 
 根据布尔字段过滤 
 关系查询 
 查询多选下拉列表 

 联合 Feed SOQL 和映射语法 

SOQL 格式规范 
关于 SOQL 的主题使用以下字体风格：  
规范 说明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在例子中，Courier 字体表示原封不动键入的项。在语法语句中，Courier 字体

也表示原封不动键入的项，除了问号和方括号 

SELECT fieldname FROM objectname 
在例子或语法语句中，斜体表示变量。您应提供实际值 

? 
在语法语句中，问号表示其之前的元素是可选的。可以省略或包括一个该元素

WHERE [conditionexpression] 
在语法语句中，方括号括起来的元素可能会一直重复到该元素的极限值。可以

省略或包含一个或多个该元素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在某些例子中，某些元素用粗体高亮显示，如果它们在例子之前或之后的文本

中被特别强调了 

别名符号 
可以在 SELECT 查询中使用别名符号： 

SELECT count() from Contact c, c.Account a WHERE a.name = 'MyriadPubs' 

要建立别名，首先确定对象，在本例中是联系人，然后指定别名，在本例中是 c。在剩下的 SELECT 语句中，可以使用别名替代

对象或字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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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SOQL SELECT 命令使用以下语法： 

SELECT fieldList FROM objectType [WHERE conditionExpression] 
[ORDER BY] 
LIMIT ? 

 
语法 说明 
fieldList subquery? 

指定一个或多个要从指定 object 获取的字段列表，由逗号分隔。下例中的粗体元素是

fieldlist： 
 SELECT Id, Name, BillingCity FROM Account 
 SELECT count() FROM Contact 
 SELECT Contact.Firstname, Contact.Account.Name FROM Contact 

必须指定有效字段名且必须对每个指定字段具有读取级别的权限。fieldList 定义了查询结

果中字段的排序。 

如果查询将遍历关系，则 fieldList 可以包含子查询。例如： 

SELECT Account.Name, (SELECT Contact.LastName FROM Account.Contacts) 

FROM Account 

注意：有关上述列表中 后两个例子中的父子和子父关系的语法，请参阅“关系查询”。

fieldlist 也可以使用 count()或包装到 toLabel()中 
objectType 

指定要使用 query()的对象类型。必须指定有效对象且必须对该对象具有读取级别的权限。

有关有效对象的列表，请参阅“标准对象” 
conditionExpression 

如果指定了 WHERE，就可以确定根据指定对象（objectType）中的哪些行和值进行过滤。

如果未指定，query()会获取用户可见的对象中的所有行。有关相关语法，请参阅 WHERE  
 

注意：SOQL 语句不能超过 10000 个字符。对于超过此 大长度的 SOQL 语句，API 会返回 MALFORMED_QUERY 异常

代码；不会返回结果行。 
 
条件表达式（WHERE 子句） 
WHERE 子句的 conditionExpression 使用以下语法： 

fieldExpression logicalOperator fieldExpression2 ? 

SOQL SELECT 语句中的条件表达式在这些例子中以粗体显示：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Name like 'A%' 
 SELECT Id FROM Contact WHERE Name like 'A%' AND MailingCity='California'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2006-11-16T10:00:00-08:00 

可以使用 date 或 dateTime 值或 date 字面值。date 和 dateTime 字段的格式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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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括号定义 fieldExpression 中求值的顺序。例如，如果 fieldExpression1 为 true 且 fieldExpression2 或 

fieldExpression3 其中之一为 true，则以下表达式为 true： 

fieldExpression1 AND (fieldExpression2 OR fieldExpression3) 

 但是，如果 fieldExpression3 为 true 或者 fieldExpression1 和 fieldExpression2 均为 true，那么以下表达

式为 true。 

fieldExpression1 AND (fieldExpression2 OR fieldExpression3) 

 嵌套运算符时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指定括号。但是同一类型的多个运算符不需要嵌套。 

注意：根据版本不同，在处理关系查询中父字段的 null 值时，WHERE 子句有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在 WHERE 子句

检查父字段中的值时，如果父不存在，那么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记录，在 13.0 之前的版本中不会返回记录。 

SELECT Id FROM Case WHERE Contact.Lastname = null 

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返回 Case 记录的 Id 值，但在 13.0 之前的版本中不会返回。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查找关系和外部

连接”。 

有关 fieldExpression 的语法，请参阅 fieldExpression。有关有效逻辑运算符，请参阅“逻辑运算符”。fieldExpression 

fieldExpression 使用以下语法： 

fieldName comparisonOperator value 

where： 

比较运算符 

下表列出了 fieldExpression 语法中使用的 comparisonOperator 值。注意字符串中的比较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语法 说明 
fieldName 指定对象中的字段名。在名称周围使用单引号或双引号会导致错误。必须至少对该字段具有读取级

别的权限。可以是任何字段，除了长文本域字段、加密数据字段或使用 base64 编码的字段。不需

要是 fieldList 中的字段 
comparisonOperator 有关有效运算符的列表，请参阅“比较运算符” 

value 用于与 fieldName 中的值比较的值。所提供的值的数据类型必须与指定字段的字段类型相匹配。

必须提供本机值——不允许使用其他字段名或计算。对于日期值，使用“日期格式与日期字面值”

中列出的格式。如果需要引号（例如，不是日期和数字），可以使用单引号。双引号会导致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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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 名称 说明 

= Equals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等于表达式中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

真。使用等于运算符的字符串比较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 Not equals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不等于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真 

< Less than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小于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真 

<= Less or equal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小于或等于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真 

> Greater than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大于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真 

>= Greater or 
equal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大于或等于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真 

LIKE Like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匹配指定的 value 中的文本字符串的字符，那

么表达式为真。SOQL 和 SOSL 中的 LIKE 运算符类似于 SQL 中的 SAME 运算

符；它提供匹配部分文本字符串的机制并包括对通配符的支持。 
 LIKE 运算符支持%和 _通配符。 
 %通配符匹配 0 或更多的字符。 

 _通配符匹配一个字符。 
 指定的 value 中的文本字符串必须被括在单引号内。 

 仅字符串字段支持 LIKE 运算符（请参阅“字符串”）。 
 与 SQL中区分大小写的匹配不同，LIKE 运算符会执行不区分大小写的匹

配。 

 TSOQL 和 SOSL 中的 LIKE 运算符支持特殊字符% 或 _的转义。 

 不应在搜索中使用反斜杠字符（除非要转义字符）。 

例如，以下查询匹配 Appleton、Apple 和 Bappl，而不是 Appl： 

SELECT AccountId,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 
WHERE lastname LIKE'appl_%' 

IN IN 
如果值等于 WHERE 子句中的任何指定值。例如：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BillingState IN ('California', 'New York') 

注意，IN 的值必须在括号中。字符串值必须由单引号括起来。 

IN 和 NOT IN 也可用于根据 ID 字段进行搜索时的半连接和反连接。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 IN 进行半连接，使用 NOT IN 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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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 进行半连接，使用 NOT IN 反连接 

可以使用 IN 查询字段中的值，其中同一个对象上的另一个字段具有一组特定值。例如：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BillingState IN ('California', 'New York') 

此外可以使用 IN 和 NOT IN 创建更复杂的半连接和反连接来查询 ID 字段。  

基本的半连接：在 WHERE 子句中使用 IN 

可以在 WHERE 子句中包含半连接。例如，如果相关联的销售机会丢失，则以下查询返回帐户 ID： 

SELECT Id,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Id IN 
(SELECT Account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StageName = 'Closed Lost') 

注意，子查询返回与其比较的字段类型相同的单个字段。防止不必要处理的限制操作的完整列表在本部分末尾提供。 

基本反连接：在 WHERE 子句中使用 IN 

以下示例会为没有开放销售机会的所有帐户返回帐户 ID：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Id NOT IN (SELECT Account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IsClosed = false) 

多个半连接或反连接 

可以在查询中组合半连接或反连接。例如，以下查询返回具有开放销售机会的帐户 ID，如果与该帐户相关联的联系人的姓

与 Apple 这个姓类似： 

SELECT Id,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Id IN ( 
SELECT AccountId FROM Contact WHERE LastName LIKE 'apple%' 

) 
AND Id IN ( 
SELECT Account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isClosed = false)

运算符 名称 说明 

NOT IN NOT IN 如果值不等于 WHERE 子句中的任何指定值。例如：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BillingState NOT IN ('California', 'New York') 
注意，NOT IN 的值必须在括号中。字符串值必须由单引号括起来。 
还有一个逻辑运算符 NOT 

INCLUDES 
EXCLUDES 

 仅适用于多选择的下拉列表。请参阅“查询多选下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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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个半连接或反连接查询中 多可以使用两个子查询。多个半连接和反连接查询也服从现有对每个查询子查询的限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了解关系查询限制”中介绍的子查询限制。 

评估关系查询的半连接或反连接 

可以创建半连接或反连接计算 SELECT 子句中关系查询的值。例如，如果销售机会的线项目总值超过 10000 美元，那么以下查询

会返回销售机会 ID 及其相关的项目： 

SELECT Id,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LineItems) 
FROM Opportunity 
WHERE Id IN ( 
SELECT OpportunityId FROM OpportunityLineItem WHERE totalPrice > 10000 

) 

因为半连接和反连接查询需要大量处理工作，所以 salesforce.com 施加了下列限制以维持可能达到的 佳性能： 

 基本限制： 

- 每 WHERE 子句不超过两个 IN 或 NOT IN 语句。 
- 不能将 NOT 运算符用作半连接和反连接的连接。可以使用它们将半连接转换为反连接，或进行相反的操作。不使用 NOT

运算符，而是以适当的半连接或反连接形式编写查询。 

 主要查询限制：在主 WHERE 子句中，任何半连接或反连接查询的左操作数都必须查询单个主 ID 字段。但是，子查询中的选定

字段可以是外键。例如： 

 
SELECT Id 
FROM Idea 
WHERE (Id IN (SELECT ParentId FROM Vote WHERE CreatedDate > LAST_WEEK)) 

 子查询限制： 

- 子查询必须查询所引用对象类型与主查询对象类型相同的字段。 
- 对子查询中匹配的记录数量没有限制。标准 SOQL 查询限制适用于主查询。 
- 子查询中选定的列必须是外键字段并且不能跨越关系。这意味着不能在子查询的选定字段中使用点号。例如，以下查询是

有效的： 

SELECT Id,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Id in ( 

SELECT AccountId from Contact WHERE LastName LIKE 'Brown_%' 
) 

不支持使用 Account.Id（点号）取代 AccountId。类似地，像 Contact.AccountId FROM Case 这样的子查询也是无

效的。 

- 不能查询子查询中与主查询中相同的对象。不使用半连接或反连接，只要编写这样的自我半连接查询即可。例如，以下

自我半连接查询是无效的： 

SELECT Id,Name 
FROM Account 
WHERE Id In 

( SELECT 
Paren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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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Name = 'myaccount' 
) 

但是，可以用有效的格式对该查询进行改写，例如： 

SELECT Id,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Parent.Name = 'myaccount' 

- 不能在另一个半连接或反连接语句中嵌套一个半连接或反连接语句。 
- 可以在主 WHERE语句中使用半连接和反连接，但不能在子查询 WHERE语句中使用。例如，以下查询是有效的： 

SELECT Id 
FROM Idea 
WHERE (Idea.Title LIKE 'Vacation%') 
AND (Idea.LastCommentDate > YESTERDAY) 
AND (Id IN (SELECT ParentId FROM Vote WHERE CreatedById = '005x0000000sMgYAAU')) 

以下查询是无效的，因为嵌套的查询又深入了一层： 

SELECT Id 
FROM Idea 
WHERE 
((Idea.Title LIKE 'Vacation%') 
AND (CreatedDate > YESTERDAY) 
AND (Id IN (SELECT ParentId FROM Vote WHERE CreatedById = 
'005x0000000sMgYAAU') ) 
OR (Idea.Title like 'ExcellentIdea%')) 

- 不能将子查询与 OR 一起使用。 
- 子查询不支持 COUNT、FOR UPDATE、ORDER BY 和 LIMIT。 

- 子查询中目前不支持以下对象： 

›  ActivityHistory 
›  Attachments 
›  Event 
›  EventAttendee 
›  Note 
›  OpenActivity 

›  Tags (AccountTag、ContactTag 和所有其他标记对象) 
›  Task 

逻辑运算符 

下表列出了 fieldExpression 语法中使用的逻辑运算符值： 

运算符 语法 说明 

AND fieldExpressionX AND 

fieldExpressionY 

如果 fieldExpressionX 和fieldExpressionY 都为真，则该值为

true 

OR fieldExpressionX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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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 语法 说明 

 fieldExpressionY 取决于 API 版本的不同，OR 子句中带有外键值的关系查询的行为方式也不同。在

WHERE 子句中使用 OR 时，如果记录中的外键值为 null，则在 13.0 及更高版本

中会返回该记录，但是在 13.0 之前的版本中不会返回记录。 

SELECT Id FROM Contact WHERE LastName = 'foo' or 
Account.Name = 'bar' 

没有父帐户的联系人具有满足标准的姓，所以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记录 

NOT not fieldExpressionX 如果 fieldExpressionX 为 false，则该值为 true。 

还有一个比较运算符 NOT IN。 

引用字符串内的转义序列 

在 SOQL 中，可以使用下列转义序列：  
序列 意义 

\n 换行 

\r 回车 

\t 制表符 

\b 响铃 

\f 分页符 

\" 双引号字符 

\' 单引号字符 

\\ 反斜线 
 

如果在任何其他上下文中使用反斜线字符，可能会发生错误。 

保留字符  

如果在 SELECT 子句中保留字符被指定为字面值字符串（在单引号之间），则保留字符必须进行转义（以反斜线字符\开头）才

能被正确解释。如果不在保留字符之前添加反斜线，则会发生错误。 

以下字符被保留： 

 
' (single quote) 
\ (backslash) 

例如，要查询 Account Name 字段，找到“Bob's BBQ”，可以使用以下的 SELECT 语句：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Name LIKE 'Bob\'s BBQ' 

count() 

要发现查询返回的行数，可以在 SELECT 子句中使用 count()： 

SELECT count() FROM objectType [WHERE conditionExpression][LIMIT][number_of_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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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SELECT count() FROM Account WHERE Name LIKE 'a%' 
 
SELECT count() FROM Contact, Contact.Account WHERE Account.name = 'MyriadPubs' 

count()必须在 SELECT 语句中保持孤立，不能与 SELECT 语句中的其他元素混合。count()不能与 ORDER BY 一起使用，

但是可以与 LIMIT 一起使用。 

查询结果 Size 字段返回行数。记录本身返回为 null。 

ORDER BY 

可以在 SELECT 语句中使用 ORDER BY： 

 
 
SELECT fieldList FROM object Type [WHERE 
conditionExpression]] [ORDER BY fieldName ASC | DESC ? NULLS 
FIRST | LAST ? ] [LIMIT number_of_rows] 
 

 

例如，以下查询返回带有帐户记录的查询结果，查询结果按名称的字母顺序降序排列，名称为 null 的帐户排在 后面：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ORDER BY Name DESC NULLS LAST 

以下因素影响 ORDER BY 返回的结果： 

 排序不区分大小写。 
 ORDER BY 与关系查询语法兼容。 
 通过列出多个 fieldName 子句支持多列排序。 
 根据 Force.com API 版本的不同，ORDER BY 子句中带有外键值的关系查询的行为方式也不同。在 ORDER BY 子句中，如

果记录中的外键值为 null，则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记录，在 13.0 之前的版本中不会返回记录。 

SELECT Id, CaseNumber, Account.Id, Account.Name FROM Case ORDER BY Account.Name 

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 AccountId 为空的案例记录。使用 ORDER BY 时，以下

限制适用于数据类型： 

 不支持以下数据类型：引用、多选下拉列表以及长文本区域。 
 支持所有其他数据类型，但要注意以下内容： 

- convertCurrency()总是使用公司货币值（如果有）排序。  
- phone 数据排序时不包含任何特殊格式，例如，排序中不包含非数字字符，比如短横线或括号。 

- picklist 排序由安装过程中决定的下拉列表排序定义。

语法 说明 

ASC 或 DESC 指定结果以升序（ASC）或降序（DESC）排列。默认顺序为升序 

NULLS FIRST 或 NULLS 

LAST 

将 null 记录排在结果的开始（NULLS FIRST）或结尾（NULLS LAST） 

默认情况下，null 值排在前面 



 

419 

可以在 SELECT 语句中将 ORDER BY 与可选的 LIMIT 限定符一起使用：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industry = 'media' 
ORDER BY BillingPostalCode ASC NULLS last LIMIT 125 

在一个 ORDER BY 查询 多有 32 个字段。超过这一限制，将返回查询格式错误异常。 
LIMIT 

LIMIT 用于指定要返回的 大行数： 

 
SELECT fieldList FROM objectType [WHERE conditionExpression] 
LIMIT number_of_rows 

例如：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industry = 'media' LIMIT 125 

此查询返回行业是 Media 的前 125 条记录。 

可以将 LIMIT 与 count()一起使用，作为 fieldList 计算指定的 大值。 

示例 SELECT 子句 

搜索类型 示例 

简单查询 SELECT Id, Name, BillingCity FROM Account 

WHERE SELECT Id FROM Contact WHERE Name like 'A%' AND 

MailingCity='California' 

ORDER BY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ORDER BY Name DESC NULLS LAST 

LIMIT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industry = 'media' LIMIT 125 

带有 LIMIT 的 ORDER BY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industry = 'media' ORDER BY 

BillingPostalCode ASC NULLS last LIMIT 125 

count() SELECT count() FROM Contact

关系查询：子对父 

SELECT Contact.Firstname, Contact.Account.Name FROM Contact 

SELECT Id, Name, Account.Name FROM Contact WHERE 

Account.Industry = 'media' 

关系查询：父对子 

SELECT Name, (SELECT LastName FROM Contacts) FROM Account 

SELECT Account.Name, (SELECT Contact.LastName FROM 

Account.Contacts) FROM Account 

带有 WHERE 的关系查询 
SELECT Name, (SELECT lastname FROM Contacts WHERE 

CreatedBy.Alias = 'x') FROM Account WHERE industry = 'media' 

关系查询：带有自定义对象的子对父 

SELECT Id, FirstName__c, Mother_of_Child__r.FirstName__c 

FROM Daughter__c WHERE Mother_of_Child__r.LastName__c LIK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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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查询中的批大小 

默认情况下，query()或 queryMore()调用中返回的查询结果对象（批大小）中的行数被设置为 500。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在

调用 query()前，通过在 SOAP 报头的 QueryOptions 调用部分指定批大小来改变这一设置。 大的批大小为 2,000 条记录。

但是，此设置只是一个建议。不能保证请求的批大小就是实际的批大小。此操作以性能 优为准。 

注意：如果 SOQL 语句选择两个或多个长文本类型的自定义字段，那么批大小不要超过 200。这是为了避免返回大的

SOAP 消息。 

以下示例 Java (Axis)代码演示了如何将批大小设置为 250 条记录。 

public void queryOptionsSample() 
{ 

_QueryOptions qo = new _QueryOptions(); 

qo.setBatchSize(250); 

binding.setHeader(new 
SforceServiceLocator().getServiceName().getNamespaceURI(), 
"QueryOptions", qo); 

} 

以下示例 C# (.NET)代码演示了如何将批大小设置为 250 条记录。 

private void queryOptionsSample() 
{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 new QueryOptions();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batchSize = 250;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batchSizeSpecified = true; 

} 

toLabel() 

使用 toLabel()，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查询返回的结果翻译成用户的语言： 

toLabel(object.field)  

搜索类型 示例 

关系查询：带有自定义对象的父对

子 
SELECT Id, Name, (SELECT Id,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s) FROM Account WHERE Name like 'Acme%' 

带有多态键的关系查询 

SELECT Id, Owner.Name FROM Task WHERE Owner.FirstName like 
'B%' 
SELECT Id, Who.FirstName, Who.LastName FROM Task WHERE 
Owner.FirstName LIKE 'B%' 
SELECT Id, What.Name FROM Event 

带有聚合的关系查询 

SELECT Name, (SELECT CreatedBy.Name FROM Notes) FROM Account 
SELECT Amount, Id, Name, (SELECT Quantity, ListPrice, 
PricebookEntry.UnitPrice, PricebookEntry.Name FROM 
OpportunityLineItems) FROM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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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 toLabel()用于常规、多项选择、部门或货币代码下拉列表字段（相关描述调用返回的任何具有下拉列表值的字段），

或 RecordType 名称。任何组织都可以使用 toLabel()。对于支持 Translation Workbench 的组织尤其有用。 

例如： 

SELECT Company, toLabel(Recordtype.Name) FROM Lead 

此查询返回销售线索记录，其中记录类型名翻译成了发出该查询的用户的语言。 

注意：不能根据从记录类型翻译过来的名称值进行过滤。要根据主值或记录类型对象的 ID 进行过滤。 

使用 toLabel()可以使用翻译后的下拉列表值过滤记录。例如： 

SELECT Company, toLabel(Status) from LEAD WHERE toLabel(Status)='le Draft' 

返回销售线索记录，其中 Status 的下拉列表值是'le Draft'。将此值与用户语言中的值进行比较。如果对于指定下拉列表而言，

用户语言中没有可用的翻译，那么将跟主值进行比较。 

注意：toLabel()方法不能与 ORDER BY 一起使用。Salesforce 总是使用下拉列表定义的顺序，就像报告一样。另

外，不能在 WHERE 子句中将 toLabel()用于公司或货币 ISO 代码下拉列表。 

在多货币组织中查询货币字段 

如果组织支持多种货币，可以在 SELECT 子句中使用 convertCurrency()，将货币字段转换为用户的货币。 

SELECT 子句使用以下语法： 

convertCurrency(Object) 

例如： 

SELECT ID, convertCurrency(AnnualRevenue) FROM Account 

如果组织支持先进的货币管理，在转换销售机会、销售机会项目和销售机会历史中的货币字段时将使用定期的汇率。 

不能在 WHERE 子句中使用 convertCurrency()函数，否则会返回错误。使用以下语法将数字值转换为用户的货币，根

据组织正在使用的货币进行转换： 

WHERE Object_name Operator ISO_CODEvalue 

例如： 

SELECT ID, Name FROM Opportunity WHERE Amount > USD5000 

在本例中，如果记录的货币 Amount 值大于相当于 5000 美元的货币量，则会返回销售机会记录。例如，会返回货币量为 5001
美元的销售机会，而不会返回货币量为 7000 日元的销售机会。 

使用组织支持且正在使用中的 ISO 代码。如果不加入 ISO 代码，那么将使用数字值而不是相当的资金量。那么在上例中，

5001 日元、5001 欧元和 5001 美元的销售机会记录都会返回。注意，如果在 WHERE 子句中使用 IN，不要混淆 ISO 代码值与非

ISO 代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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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始终根据转换后的货币值排列顺序，像在报告中一样。因此，convertCurrency()不能与 ORDER BY 一起 
使用。 

日期格式和日期字面值 

在 SOQL 查询中指定日期时，它可以是具体日期，也可以是日期字面值，日期字面值是一个固定的表达式，代表一段相对的时

间，如上个月或明年。记住 dateTime 字段值存储为协调世界时（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当 Salesforce 应用程序返回

这些值之一时，它会自动根据组织首选项中指定的时区进行自动调整。您的应用程序需要处理这种转换。  

日期格式 

fieldExpression 针对 date 和 dateTime 字段使用不同的日期格式。如果在查询中指定了 dateTime 格式，可以仅根据

dateTime 字段过滤。类似地，如果指定了日期格式值，那么可以仅根据 date 字段过滤： 

格式 格式语法 示例 

仅日期 YYYY-MM- DD 1999-01-01 

日期、时间和时区偏移  YYYY-MM-DDThh:mm: ss+hh:mm 

 YYYY-MM-DDThh:mm: ss-hh:mm 

 YYYY-MM-DDThh:mm:ssZ 

 1999-01-01T23:01:01+01:00

 1999-01-01T23:01:01-08:00

 1999-01-01T23:01:01Z 

时区的偏移是以 UTC 为基准计算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www.w3.org/TR/xmlschema-2/#isoformats 
 http://www.w3.org/TR/NOTE-datetime 

注意：对于使用日期格式的 fieldExpression 而言，日期不括在单引号内。不应在日期周围使用引号。例如：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2005-10-08T01:02:03Z 

日期字面值 

fieldExpression 可以使用日期字面值将一系列值与 date 或 dateTime 字段中的值进行比较。每个字面值都是一段从午夜

（12:00:00）开始的时间。要查找该范围内的某个值，可以使用=。要查找大于或小于该范围的值，可以使用>或<。下表展示了

可用日期字面值的列表、它们代表的范围以及示例： 

日期字面值 范围 示例 

YESTERDAY 从前一天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 24 小时。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YESTERDAY 

TODAY 从当天 12:00:00 开始并持续 24 小时。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TODAY 

TOMORROW 从次日 12:00:00 开始并持续 24 小时。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TOMORROW   

http://www.w3.org/TR/xmlschema-2/#isoformats
http://www.w3.org/TR/NOTE-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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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字面值 范围 示例 
LAST_WEEK 

从本周以前，距离本周第一天 近的一周的第一

天 12:00:00 开始并持续整 7 天。一周的第一天根

据当地习惯确定。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LAST_WEEK 

THIS_WEEK 
从当天之前，距离当天 近的一周的第一

天 12:00:00 开始并持续整 7 天。一周的第

一天根据当地习惯确定。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THIS_WEEK 

NEXT_WEEK 
从当天之后，距离当天 近的一周的第一天

12:00:00 开始并持续整 7 天。一周的第一天根据

当地习惯确定。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NEXT _WEEK 

LAST_MONTH 
从当天所在月份之前的那个月的第一天 12:00:00
开始并持续该月的天数。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 eDate > LAST_MONTH 

THIS_MONTH 
从当天所在月份的第一天 12:00:00 开始并持续该

月的天数。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THIS_MONTH 

NEXT_MONTH 
从当天所在月份之后的那个月的第一天 12:00:00
开始并持续该月的天数。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NEXT_MONTH 

LAST _90_DAYS 
从当天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之前的 90
天。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LAST_9 0_DAYS 

NEXT_90_DAYS 
从当天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之后的 90
天。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NEXT_9 0_DAYS 

LAST_N_DAYS:n 
对于提供的数字 n 而言，从当天的 12:00:00 开始

并持续到之前的 n 天。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LAST_N_DAYS:365 

NEXT_N_DAYS:n 
对于提供的数字 n 而言，从当天的 12:00:00 开始

并持续到之后的 n 天。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NEXT_N_DAYS:15 

THIS_QUARTER 
从当前季度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本季度末。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THIS_QUARTER 

LAST_QUARTER 
从上一个季度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该季度

末。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LAST_QUARTER 

NEXT_QUARTER 
从下一个季度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该

季度末。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NEXT_QUARTER 

NEXT_N_QUARTERS:n 
从下一个季度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其后第 n
个季度末。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NEXT_N_QUARTERS :2 

LAST_N_QUARTERS:n 
从前一个季度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之前第

n 个季度末。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LAST_N_QUARTER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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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字面值 范围 示例 
THIS_YEAR 

从当年 1 月 1 日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当年的

12 月 31 日。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THIS_YEAR 

LAST_YEAR 
从上一年 1 月 1 日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该年 12 月

31 日。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LAST_YEAR 

NEXT_YEAR 
从下一年 1 月 1 日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该年 12 月

31 日。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NEXT_YEAR 

NEXT_N_YEARS:n 
从下一年 1 月 1 日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 
N 年后的 12 月 31 日。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NEXT_N_YEARS:5 
LAST_N_YEARS:n 

从上一年 1 月 1 日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 

N 年前的 12 月 31 日。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LAST_N_YEARS:5 

THIS_FISCAL_QUARTER 
从本财政季度第一天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该财

政季度的最后一天结束。 

财年在公司配置文件中定义， 
选择 Setup➤Company Profile➤Fiscal Year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THIS_FISCAL_QUARTER  

LAST_FISCAL_QUARTER 从上一个财政季度第一天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

该 财政季度的最后一天结束。财年在公司配置文件

中定义，选择 SetupCompany Profile➤Fiscal 
Year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LAST_FISCAL_QUARTER 

NEXT_FISCAL _QUARTER 从下一个财政季度第一天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

该财政季度的最后一天结束。财年在公司配置文件中

定义，选择 Setup➤Company Profile➤Fiscal 
Year）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NEXT_FISCAL_QUARTER 

NEXT_N_FISCAL_Q
UARTERS:n 

从下一个财政季度第一天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

其后第 n 个财政季度的最后一天结束。  财年在公司

配置文件中定义，选择 Setup➤Company Profile➤
Fiscal Year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NEXT_N_FISCAL_QUARTERS:6 

LAST_N_FISCAL_Q
UARTERS:n 

从上一个财政季度第一天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

之前第 n 个财政季度的最后一天结束。财年在公司配

置文件中定义，选择 Setup➤Company Profile➤
Fiscal Year 

SELECT Id FROM Account 
WHERE 

CreatedDate > 

LAST_N_FISCAL_QUARTERS:6 

THIS_FISCAL_YEAR 从当前财年第一天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本财年

的最后一天。财年在公司配置文件中定义，选择

Setup➤Company Profile➤Fiscal Year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THIS_FISCAL_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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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字面值 范围 示例 
LAST_FISCAL_YEAR 

从上个财年第一天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该

财年 后一天结束。财年在公司配置文件中定

义，选择 Setup➤Company Profile➤Fiscal 
Year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LAST_FISCAL_YEAR 

NEXT_FISCAL_YEAR 
从下个财年第一天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该

财年 后一天结束。财年在公司配置文件中定

义，选择 Setup➤Company Profile➤Fiscal 
Year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NEXT_FISCAL_YEAR 

NEXT_N_FISCAL_YEARS:n 
从下个财年第一天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

其后第 n 个财年 后一天结束。财年在公司配

置文件中定义，选择 Setup➤Company 
Profile➤Fiscal Year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NEXT_N_FISCAL_YEARS:3 

LAST_N_FISCAL_YEARS:n 
从上一个财年第一天的 12:00:00 开始并持续到

之前第 n 个财年 后一天结束。财年在公司配

置文件中定义，选择 Setup ➤ Company 
Profile➤Fiscal Year 

SELECT Id FROM Opportunity WHERE 
CloseDate > LAST_N_FISCAL_YEARS:3 

 

注意：如果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定义了 Custom Fiscal Years，然后又在任何 FISCAL 日期字面值中指定了超出所

定义财年范围的日期范围，那么会返回无效日期错误。  

小日期和 大日期 

只有某一特定范围内的日期是有效的。 早的有效日期是 1700-01-01T00:00:00Z GMT，或 1700 年 1 月 1 日午夜之后。 晚的

有效日期是 4000-12-31T00:00:00Z GMT，或 4000 年 12 月 31 日午夜之后。 

注意：这些值是根据时区变化的。例如，在太平洋时区， 早有效日期为 1699-12-31T16:00:00，或 1699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4 点。 

null 

使用值 null 表示 SOQL 查询中的 null 值。 

例如，以下语句返回带有非 null 活动日期的所有活动的帐户 ID： 

SELECT AccountId FROM Event WHERE ActivityDate !=null



 

 426

 

 

根据布尔型字段进行过滤 

要根据布尔型字段进行过滤，使用以下语法： 

where BooleanField = TRUE  

where BooleanField = FALSE 

关系查询 

客户端应用程序需要能够一次查询多个对象类型。SOQL 提供了语法支持对标准对象和自定义对象进行此类查询，这类查询叫

做关系查询。 

关系查询遍历对象间的父对子和子对父关系以便进行过滤和返回结果。它们类似于 SQL 连接。但是，不能进行任意的 SQL
连接。SOQL 中的关系查询必须遍历有效的关系路径，如本节其他部分中所定义的路径。 

可以使用关系查询根据适用于另一类对象的标准搜索某类对象，例如，“返回 Bob Jones 创建的所有帐户及与这些帐户相关联

的联系人”。必须有父对子或子对父关系连接着对象。不能编写任意查询，比如“返回 Bob Jones 创建的所有帐户和用户”。  

通过以下主题了解并使用 SOQL 中的关系查询： 

 了解关系名称 

 使用关系查询 

 了解关系名称和自定义对象以及自定义字段 
 了解查询结果 

 查找关系和外部连接 

 识别父与子关系 
 了解多态键和关系 

 了解关系查询限制 

 将关系查询用于历史对象 

 将关系查询用于合作伙伴 WSDL 

了解关系名称 

父对子和子对父关系存在于很多类型的对象中，例如 Account 是 Contact 的父对象。 

 

子对父

关系名称=联系人 

父对子

关系名称=帐户

联系人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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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够遍历标准对象中的这些关系，需要给出每个关系的关系名称。名称的形式取决于关系的方向： 

 对于子对父关系而言，父对象的关系名称是外键的名称并且 relationshipName 属性会保留对父对象的引用。例如，

Contact 子对象具有到 Account 对象的子对父关系，因此 Contact 中 relationshipName 的值为 Account。这些关系通

过在查询中使用点号指定父对象进行遍历，例如： 

SELECT Contact.FirstName, Contact.Account.Name from Contact 

此查询返回组织中所有联系人的名称并且为每个联系人返回与该联系人相关联（作为父对象）的帐户名。 

 对于父对子关系而言，父对象具有对于父对象而言唯一的子关系名称，即子对象名的复数。例如，Account 具有到 Assets、
Cases 和 Contacts 的子关系，那么每个子关系的 relationshipName 为 Assets、Cases 和 Contacts。这些关系可以通

过在 SELECT 子句中使用嵌套 SOQL 查询进行遍历。例如： 

SELECT Account.Name, (SELECT Contact.FirstName, Contact.LastName FROM Account.Contacts) 
FROM Account 

此查询会返回所有帐户，以及与该帐户关联（作为子对象）的每个联系人的名和姓。 

警告：在指示关系方向时必须使用正确的命名规范和 SELECT 语法。有关如何通过组织 WSDL 或

describeSObjìts()发现关系名称的信息，请参阅“识别父与子关系”。对关系查询的限制取决于关系方向。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了解关系查询限制”。 

尽管 SELECT 语法相同，但关系名称与自定义对象有所不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了解关系名称和自定义对象以及自定义

字段”。 

使用关系查询 

可以使用 SOQL 查询以下关系： 

 查询子对父关系，通常是多对一的。使用点(.)运算符在 SELECT、FROM 或 WHERE 子句中直接指定这些关系。 

例如： 

SELECT Id, Name, Account.Name FROM Contact WHERE Account.Industry = 'media' 

此查询会返回相关帐户行业为媒体的联系人的 ID 和名字，以及每个返回的联系人所在的帐户名。 

 查询父对子关系，几乎总是一对多的。使用子查询（括在括号中）指定这些关系，其中子查询中 FROM 子句的第一个成员

与外部查询 FROM 子句的第一个成员相关。注意，在子查询中，应该指定对象的复数名称，因为这才是每个对象的关系

的名称。 

例如： 

SELECT Name, (SELECT LastName FROM Contacts) FROM Account 

查询返回所有帐户的名称，以及每个帐户中每个联系人的姓。 

 作为聚合查询中的外键，遍历父对子关系。 

例如： 

SELECT Name, (SELECT CreatedBy.Name FROM Notes) FROM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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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查询返回组织中的帐户以及每个帐户的帐户名、这些帐户的备注（如果帐户上没有备注则返回空的结果集）以及创建每条

备注的用户的名字（如果结果集不为空）。 

 在类似的例子中，遍历聚合查询中的父对子关系： 

SELECT Amount, Id, Name, (SELECT Quantity, 
ListPrice, PricebookEntry.UnitPrice, 
PricebookEntry.Name 

使用同样的查询，通过指定产品家族（产品家族指向字段的数据），您可以获得 Product2 的值： 

SELECT Amount, Id, Name, (SELECT Quantity, ListPrice, 
PriceBookEntry.UnitPrice, PricebookEntry.Name, 
PricebookEntry.product2.Family FROM OpportunityLineItems) 
FROM Opportunity 

 WHERE 子句可以被放置到任何查询中（包括子查询）并应用到当前查询 FROM 子句的根元素。通过父关系，这些子句可以

根据当前作用域中（查询的根元素可以触及到的）的任何对象过滤。 

例如： 

SELECT Name, (SELECT lastname FROM Contacts WHERE CreatedBy.Alias = 
'x') FROM Account WHERE industry = 'media' 

此查询返回行业是媒体的所有帐户的名字并为每个返回的帐户返回别名为“X”的用户创建的每个联系人的姓。 

了解关系名称和自定义对象以及自定义字段 

自定义对象可以参与到关系查询中。即使现在或将来可以获得具有同样名称的标准对象，Salesforce.com 确保您的自定义对

象名称、自定义字段名称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关系名称保持唯一。这在关系查询中很重要，使用对象、字段和关系名称查询会

遍历关系。  

本节介绍如何创建和使用自定义对象和自定义字段的关系名称。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创建新的自定义关系，您需要指定复数的对象名称，用于关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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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Child Relationship Name（父对子）是子对象名的复数形式，在本例中是 Daughters。 

创建关系后，注意它有一个 API Name，这是您创建的自定义字段的名称，后缀为 __c（下划线-下划线-c）： 

 

通过 API 引用此字段时，必须使用名称的特殊形式。这会防止产生歧义，在本例中 salesforce.com 可能创建一个跟您的自定

义字段具有相同名称的标准对象。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自定义对象——创建时，它们有 API Name，命名对象后缀为__c，

这是必须使用的。 

使用查询中的关系名称时，必须使用关系名称，不用使用__c，而是附上__r（下划线下划线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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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使用子对父关系时，可以使用点号： 

SELECT Id, FirstName__c, Mother_of_Child__r.FirstName__c FROM Daughter__c 
WHERE Mother _of _Child __r. LastName __c LIKE 'C%' 

此查询返回女儿对象的 ID 和名字，并且如果母亲的姓以 C 开头还会返回女儿母亲的名字。 

 父对子关系查询不使用点号： 

SELECT LastName__c, (SELECT LastName__c FROM Daughters__r) FROM Mother__c 

以上示例返回母亲的姓并且为每个返回的母亲，返回其女儿的姓。 

了解查询结果 

查询结果作为嵌套对象返回。主 SELECT 查询的主或“驱动”对象包含子查询的查询结果。 

例如，可以使用父对子或子对父语法构建查询： 

 子对父： 

SELECT Id, FirstName, LastName, AccountId, Account.Name FROM Contact 
WHERE Account.Name LIKE 'Acme%' 

此查询返回一个查询结果（假设没有很多返回的记录），每个满足 WHERE 子句条件的联系人是一行。 

 父对子： 

SELECT Id, Name, (SELECT Id,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s) FROM Account 
WHERE Name like 'Acme%' 

此查询返回一组帐户以及每个帐户内包含来自子查询的联系人信息的 Contact 字段查询结果集。 

子查询结果与常规查询结果一样，如果有很多子对象，需要使用 queryMore()获取所有记录。例如，如果在包含子查询的帐户

上进行查询，那么客户端应用程序也必须要处理子查询的结果： 

1. 对 Account 执行查询。 

2. 通过 queryMore()在帐户 QueryResult 中迭代。 
3. 为每个帐户对象，获取联系人 QueryResult。 

4. 在子联系人中迭代，在每个联系人的 QueryResult 中使用 queryMore()。 

以下示例说明了如何处理子查询结果： 

private void querySample() { 
QueryResult qr = null; 
try { 

qr = binding.query("SELECT a.Id, a.Name, (SELECT c.Id, c.firstname, " 
+ "c.lastname FROM a.Contacts c) FROM Account a"); 

boolean done = false; 
if (qr.getSize() > 0) { 

while (!d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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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 i = 0; i < qr.getRecords () .length; i++) { 
Account acct = (Account)qr.getRecords(i); 
String name = acct.getName(); 
System.out.println("Account " + (i + 1) + ": " + 

name); printContacts (acct.getContacts ()); 
} 
if (qr.isDone()) { 

done = true; 
} else { 

qr = binding.queryMore (qr.getQueryLocator ()); 
}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No records found."); 
} 
System.out.println("\nQuery succesfully executed.");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Failed to execute query successfully, error message 
" + "was: \n" + ex.getMessage()); 

} 
} 

private void printContacts(QueryResult qr) throws RemoteException { 
boolean done = false; 
if (qr.getSize() > 0) { 

while (!done) { 
for (int i = 0; i < qr.getRecords () .length; i++) { 

Contact contact = (Contact)qr.getRecords(i); 
String fName = contact.getFirstName(); 
String lName = contact.getLastName(); 
System.out.println("Child contact " + (i + 1) + ": " + lName 

+ ", " + fName); 
} 
if (qr.isDone()) { 

done = true; 
} else { 

qr = binding.queryMore (qr.getQueryLocator ()); 
}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No child contacts found."); 
} 

} 

查找关系和外部连接 

从 API 版本 13.0 开始，关系查询都会返回记录，即使相关外键字段具有 null 值，就像外部连接中一样。这种行为变化适用于

以下几类的关系查询： 

 在 ORDER BY 子句中，如果记录的外键值为 null，则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记录，但是在 13.0 之前的版本中不会

返回记录。例如： 

SELECT Id, CaseNumber, Account.Id, Account.Name FROM Case ORDER BY Account.Name 

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 AccountId 为空的案例记录。以下示例使用了自定义对象： 

SELECT ID, Name, Parent __r.id, Parent__r.name FROM Child__c ORDER BY Parent__r.name 

此查询返回子对象的 Id 和 Name 值以及每个子对象中引用的父对象的 Id 和名称，并按照父对象的名称为结果排序。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记录，即使 Parent__r.id 或 Parent__r.name 为 null。在早期版本中，查询不会返回这样的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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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 OR 的 WHERE 子句中，如果记录的外键值为 null，则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记录，但是在 13.0 之前的版本中

不会返回记录。例如，如果组织具有一个联系人，其 LastName 字段的值等于 foo 且其 Account Id 字段的值等于 null，

而另一个联系人具有不同的姓和一个名为 bar 的父帐户，以下查询仅返回姓等于 bar 的联系人： 

SELECT Id FROM Contact WHERE LastName = 'foo' or Account.Name = 'bar' 

没有父帐户的联系人具有满足标准的姓，因此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记录。 
 在检查父字段中的值的 WHERE 子句中，如果不存在父字段，那么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记录，在 13.0 之前的版本中

不会返回记录。例如： 

SELECT Id FROM Case WHERE Contact.Lastname = null 

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案例记录 Id 值，但是在 13.0 之前的版本中不会返回记录。 

识别父和子关系 

可以通过在数据模型中查看 ERD 图表识别父子关系。但不是所有父子关系都会在 SOQL 中显示出来，因此要确保可以通过

发出适当的描述调用查询父子关系。结果包含父子关系信息。 

还可以检查组织的企业 WSDL： 

 要查找子关系的名称，要查找包含子对象的复数形式且以 type="tns:QueryResult"结尾的实体。例如，从 Account 中
查找： 

<complexType name="Account"> 
<complexContent> 
<extension base="ens:sObject"> 
<sequence>
 ... 
<element name="Contacts" nillable="true" minOccurs="0" 

type="tns:QueryResult" /> 

... 
</sequence> 

</extens ion> 
</complexContent

> </complexType> 

上例中，子关系名称 Contacts 位于其父对象 Account 的实体中。 

 对于对象的父对象，可以查找实体对，比如 AccountId 和 Account，其中 ID 字段代表 ID 引用的父对象，另一个代表记

录的内容。父实体具有非原始数据类型 type="ens:Account"。 

<complexType name="Opportunity"> 
<complexContent> 
<extension base="ens:sObject"> 
<sequence>
 ... 
<element name="Account" nillable="true" minOccurs="0" 

type="ens:Account" /> 
<element name="AccountId" nillable="true" minOccurs="0" 

type="tns:ID" /> 
... 

</sequence>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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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是所有关系都会在 API 中公开。识别关系 可靠的方法是执行 describeSObject()调用。可以使用

AJAX 工具箱快速执行测试调用。  
 

 对于自定义对象，查找关系后缀为__r 的项目对： 

<complextType name="Mother__c"> 
<complextcontent> 
<extension base="ens : sObject"> 
<sequence> 
... 
<element name="Daughters __r" nillable="true" 

minOccurs="0" type="tns :QueryResult"/> 
<element name="FirstName __c" nillable="true" 

minOccurs="0" type="xsd: string"/> 
<element name="LastName __c" nillable="true" 

minOccurs="0" type="xsd: string"/> 
... 
</sequence> 

</extension> 
</complexContent> 

</ complextType> 

 
<complextType name="Daughter__c"> 
<complextcontent> 
<extension base="ens : sObject"> 
<sequence> 
... 
<element name="Mother _of _Child __c" nillable="true" 

minOccurs="0" type="tns:ID"/> 
<element name="Mother _of _Child __r" nillable="true" 

minOccurs="0" type="xsd: string"/> 
<element name="LastName __c" nillable="true" 

minOccurs="0" type=" ens : Mother __c" /> 
... 
</sequence> 

</extension> 
</complexContent> 

</ complextType> 

了解多态键和关系 

多态键是指一个 ID，它可以引用多种类型的对象作为父对象。例如，联系人或销售线索都可以成为任务的父对象。换句话说，

任务的 WhoId 字段可以包含联系人 ID，也可以包含销售线索 ID。如果对象可以有多种类型的对象作为父对象，那么多态键指

向 Name 对象，而不是单个的对象类型。 

执行 describeSObjects()调用返回 Name 对象，其字段 Type 包含一个可能的对象类型列表，它们都可以成为查询对象的

父对象。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的 namePointing 字段表明关系指向 Name 对象，因为关系是多态的。例如，Task 的

WhoId 的值可以是联系人或销售线索。 

要遍历尚不知晓父对象的对象类型的关系，可以使用这些字段构建查询： 

 Owner：此字段代表父对象，它拥有该子对象，无论父对象的类型如何。例如： 

SELECT Id, Owner.Name FROM Task WHERE Owner.FirstName like 'B%' 
 

</complexContent> 
</complexType>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jax/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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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示例查询可以为所有者是日历或用户的任务工作。 

 Who：此字段代表与子对象相关的父对象的对象类型： 

SELECT Id, Who.FirstName, Who.LastName FROM Task WHERE Owner.FirstName LIKE 'B%' 

此示例查询可以为所有者是日历或用户的任务工作并且其父对象可以是联系人，也可以是销售线索。 

如果要知道查询返回的对象类型，使用 who.Type。例如： 

SELECT Id, Who.Id, Who.Type FROM Task 

使用本示例，还可以查询与联系人相关联的所有任务： 

SELECT Id, Who.Id, 
Who.Type FROM Task 
WHERE Who.Type='Contact' 

 What：此字段代表与子对象关联的父对象的对象类型，其中父对象代表除了人以外的其他事物（即不是联系人、销售线索

或用户）： 

SELECT Id, What.Name FROM Event 

此示例查询适用于父对象可能是帐户或解决方案，或任何数字对象类型的事件。 

还可以使用 describeSObjects()获取关于对象父子关系的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describeSObjects()，尤其是

namePointing，如果该值设置为 true，则表明字段指向名称。 

了解关系查询限制 

描述关系查询时，考虑以下限制： 

 关系查询与 SQL 连接不同。必须在对象之间具有关系才能在 SOQL 中创建连接。 

 在一个查询中可以指定不超过 20 个关系。 
 在每个指定的关系中，在子对父关系中可以指定不超过 5 个级别。例如，Contact.Account.Owner.FirstName

（三级）。 
 在每个指定的关系中，在一个查询中只能指定一个级别的父对子关系。例如，如果 FROM 子句指定了 Account，那么

SELECT 子句只能在其他级别指定 Contact 或其他对象。不能指定 Contact 的子对象。 
 可以查询备注和附件了解关于它们的信息，但是不能根据备注或附件的正文进行过滤。不能根据 textarea 字段的内

容、blobs 或任何对象的 Scontrols 进行过滤。例如，以下查询是无效的，它将返回所有帐户名和与该帐户相关联的任

何备注的所有者 ID： 

SELECT Account.Name, (SELECT Note.OwnerId FROM Account.Notes) FROM Account 

以下查询也是无效的，因为它试图计算备注正文中存储的信息： 

SELECT Account.Name, (SELECT Note.Body FROM Account.Notes WHERE Note.Body LIKE 'D%') 
FROM Account 

如果移除 WHERE 子句，该查询就有效了并且会返回备注正文的内容： 

SELECT Account.Name, (SELECT Note.Body FROM Account.Notes) FROM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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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关系查询用于历史对象 

自定义对象和一些标准对象具有相关联的历史对象，它会跟踪对象记录的变化。可以使用关系查询遍历与父对象关联的历史对

象。例如，以下查询会返回 Foo__c 的每个历史行并显示 Foo 的名称和自定义字段： 

SELECT OldValue, NewValue, Parent.Id, Parent.name, Parent.customfield__c 
FROM foo__history 

此示例查询在嵌套查询中返回每个 Foo 对象行以及相应的历史行：  

SELECT Name, customfield_c, (SELECT OldValue, NewValue FROM foo __history) 
FROM foo__c 

将关系查询与合作伙伴 WSDL 一起使用 

合作伙伴 WSDL 不包含企业 WSDL 中提供的详细类型信息。要获得关系查询所需的信息，必须首先执行

describeSObjects()调用，从该结果中，收集需要的信息来创建关系查询： 

 一对多关系的 relationshipName 值，例如，在 Account 对象中，资产子对象的关系名是 Assets。 

 相关对象可用的引用字段，例如 Lead、Case 或自定义对象上的 whoId、whatId 或 ownerId。 

有关将合作伙伴 WSDL 与关系查询一起使用的示例，请参阅 developer.force.com 上的示例（需要登录）。 

查询多选下拉列表 

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特定的语法查询多选下拉列表（其中有多个项可以选择）。 

查询多选下拉列表支持以下运算符： 
 
运算符 说明 

= 等于指定字符串 

!= 不等于指定字符串 

includes 包括（包含）指定字符串 

excludes 不包括（不包含）指定字符串 
; 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字符串指定 AND。必须选择两个或更多项目时，可以将;用于多选

下拉列表。例如： 

'AAA;BBB' 

 

示例 
以下查询根据 MSP1 __c 字段的值进行过滤，该值等于所选 AAA 和 BBB 的值（精确匹配）： 

SELECT Id, MSP1__c FROM CustObj__c WHERE MSP1__c = 'AAA;BBB' 

在以下查询中： 

SELECT Id, MSP1__c from CustObj__c WHERE MSP1__c includes ('AAA;BBB','CCC') 

http://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Relationship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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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根据 MSP1__c 字段的值进行过滤，该值包含以下值之一： 

 所选的 AAA 和 BBB。 

 所选的 CCC。 

匹配结果是任何包含“AAA”和“BBB”或任何包含“CCC”的字段值。例如，以下示例就是匹配的： 

 与' AAA;BBB' 匹配： 

'AAA;BBB' 
'AAA;BBB;DDD

 与' CCC'匹配： 

'CCC' 
'CCC;EEE' 
'AAA;CCC' 

联合 Feed SOQL 和映射语法 

联合 feed服务使用 SOQL 查询和映射规范使应用程序指向对象集合和单个对象并遍历对象间的关系。可以将几个选项作为查询

字符串参数添加进来，以便过滤和控制数据呈现的方式。可以为公共站点定义联合 feed。 

有关查询 feed 定义中 SOQL 限制的完整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联机帮助的联合 feed 部分。 

queryAll() 

从指定对象获取数据，无论其是否被删除。 

语法 

QueryResult = binding.queryAll(string queryString); 

用法 

使用 queryAll 可以发现由于合并或删除已经被删除的记录。queryAll 具有对 isDeleted 字段的只读权限；否则它就与

query()一样了。 

要找到删除的记录（以便使用 undelete()调用取消删除它们），需要在查询字符串中指定 isDeleted = true，对于合并

的记录而言，请求 masterRecord。例如： 

SELECT id, isDeleted, masterRecordId FROM Account WHERE masterRecordId='100000000000Abc' 

可以使用 queryAll()来查询所有 Task 和 Event 记录，无论它们是否归档。还可以根据 isArchived 字段进行过滤以便只找

到归档对象。不能使用 query()，因为它会自动过滤掉所有 isArchived 设置为 true 的记录。可以更新或删除归档记录，

但是不能更新 isArchived 字段。如果使用 API 来插入以下列出的满足标准的活动，这些活动将在下一次运行归档后台进程

期间归档。 

 有关使用 queryAll 的其他信息，请参阅 query()。 

 



 

 437

 

 

 

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querySample() { 
QueryResult qr = null; 
_QueryOptions qo = ne_QueryOptions(); 

qo.setBatchSize(250); 
binding.setHeader(new 

SforceServiceLocator().getServiceName().getNamespaceURI(), "QueryOptions", 
qo); 

try { 
qr = binding.queryAll("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IsDeleted from Contact"); 
boolean done = false; 
if (qr.getSize() > 0){ 
System.out.println("Logged-in user can see " + qr.getRecords().length + 

" contact records (including deleted records)."); 
while (!done) { 
for (int i=0;i<qr.getRecords() .length;i++) { 
Contact con =(Contact)qr.getRecords(i);  

String fName = con.getFirstName(); 
String lName = con.getLastName(); 
boolean isD = con.getIsDeleted(); 

if (fName == null) 
System.out.println("Contact " + (i + 1) + ": " + lName + " isDeleted = " + isD); 

else 
System.out.println("Contact " + (i + 1) + ": " + fName + " " + lName + 

" isDeleted = " + isD); 
} 
if (qr.isDone()) { 
done = true; 

} else { 
qr = binding.queryMore(qr.getQueryLocator ()); 

}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No records found."); 

} 
System.out.println("\nQuery succesfully executed.");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Failed to execute query successfully, error message was: \n" 
+ ex.getMessage ()); 

}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queryAllSample() 
{ 

QueryResult qr = null; 
QueryOptions qo = new QueryOptions(); 
qo.batchSize = 250;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 qo; 
try 
{ 

qr = binding.queryAll("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IsDeleted from Account"); 
if (qr.size 0) 

{ 
Console.WriteLine("Logged-in user can see " + qr.records.Length + " Account"); 
while (true) 

{ 
for (int i = 0; i < qr.records.Length; i++) 
{ 

Account account = (Account)qr.records[ i]; 
String name = account.Name; 
bool? isD = account.Is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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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WriteLine("Account " + (i + 1) + ": " + name + "isDeleted = " 
+ isD); 

if (qr.done) 
{ 

break; 
} 

else 
{ 

qr = binding.queryMore(qr.queryLocator); 
} 

} 
} 

} 
else 
{ 

Console.WriteLine("No records found"); 
} 
Console.WriteLine("QueryAll successfully executed.");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nFailed to execute query successfully, error 
message was: \n" + ex.Message);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queryString 字符串 指定要查询的对象、要返回的字段以及在查询中包含特定对

象的条件的查询字符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对象查询语言 (SOQL)”  

响应 

QueryResult 

错误 

MalformedQueryFault 

InvalidSObjectFault 

InvalidField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queryMore() 

获取来自 query()的下一批对象。 

语法 

QueryResult = binding.queryMore( QueryLocator QueryLo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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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此调用用于处理获取结果集中大量记录（默认为 500 以上）的 query()调用。query()调用获取前 500 条记录并创建一个服务

器端指针，以 queryLocator 对象表示。 queryMore()调用在一个 500 条记录的块中处理后续记录直到第 500 条，然后重置服

务器端指针并返回新生成的 QueryLocator。 要在结果集中的记录间迭代，通常要反复调用 queryMore()，直到结果集中的所

有记录都得到了处理（Done 标志为 true）。可以将返回的 大记录数修改到 大值 2000。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改变查询

中的批大小”。 

注意：父对象上的 queryMore()调用会使上一个结果集中的所有子指针失效。如果需要子指针的结果，必须在对父结

果使用 queryMore()之前，对这些结果使用 queryMore()。 

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querySample() { 

QueryResult qr = null; 
_QueryOptions qo = 

new_QueryOptions(); 
 qo.setBatchSize(250); 
binding.setHeader(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getServiceName().getNamespaceURI(),  
"QueryOptions", qo); 
try { 
qr = binding.query("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 
boolean done = false; 
if (qr.getSize() > 0){ 
System.out.println("Logged-in user can see " + qr.getRecords().length + 

" contact records."); 
while (!done) { 
for (int 
i=0;i<qr.getRecords().length;i++){ Contac
t con = (Contact)qr.getRecords(i); String 
fName = con.getFirstName(); 
String lName = con.getLastName(); 
if (fName == null) 

System.out.println("Contact " + (i + 1) + ": " + lName); 
else 
System.out.println("Contact " + (i + 1) + ": " + fName + " " + lName); 

} 
if (qr.isDone()) { 
done = true; 

} else { 
qr = binding.queryMore(qr.getQueryLocator ()); 

}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No records found."); 

} 
System.out.println("\nQuery succesfully executed.");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Failed to execute query succesfully, error message was: \n" 

+ ex.getMessage()); 
} 

} 

示例代码—C#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 Collections. 
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eb.Services Protocols; 
using Walkthrough.s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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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 SFDCWsdl 
{ 

public class SFDCWsdlTest 
{ 

private SforceService binding;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Username = "ENTERUSERNAME";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Password = "ENTERPASSWORD"; 

/// <summary> 
/// Create the binding and login 
/// </summary> 
private SFDCWsdlTest () 
{ 

this.binding = new SforceService(); 
LoginResult lr = binding.login(SFDCWsdlTest.Username, 

SFDCWsdlTest.Password);  
this.binding.Url = lr.serverUrl; 
this.binding.SessionHeaderValue = new SessionHeader(); 

this.binding.SessionHeaderValue.sessionId = lr.sessionId; 
} 

public void 
QuerySample()  

{ 
QueryResult qr = null;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 = newQueryOptions();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batchSize = 250; 
binding.QueryOptionsValue.batchSizeSpecified = true; 

qr = binding.query("select FirstName, LastName from Contact"); 

bool bContinue = true; 
int loopCounter = 0; 
while (bContinue) 
{ 

Console.WriteLine("\nResults Set " + 
Convert.ToString(loopCounter++) + " - ") ; 

//process the query results 
for (int i = 0; i < qr.records.Length; i++) 
{ 

Contact con = (Contact)qr.records[ i]; 
string fName = con.FirstName; 
string lName = con.LastName; 

if (fName == null) 
Console.WriteLine("Contact " + (i + 1) + ": " + lName); 

else 
Console.WriteLine("Contact " + (i + 1) + ": " + 

fName + " " + lName); 
} 
//handle the loop + 1 problem by checking the most recent 

queryResult  
if (qr.done) 

bContinue = false; 
else 

qr = binding.queryMore(qr.queryLocator); 
} 
Console.WriteLine("\nQuery succesfully executed."); 
Console.Write("\nHit return to continue..."); 
Console.ReadLine(); 

} 

[STAThread]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FDCWsdlTest sfdcWsdlTest = new 
SFDCWsdlTest();  
sfdcWsdlTest.Query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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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queryLocator QueryLocator 代表服务器端指针，跟踪查询结果集中当前处理的位置 

 

响应 

QueryResult 

错误 

InvalidQueryLocator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QueryResult 
queryMore()调用返回 QueryResult 对象，它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queryLocator QueryLocator 特殊字符串，类似于 ID。用在后续的 queryMore()调用

中，用于从查询结果中获取对象集（如果适用） 

done 布尔型 指示是否需要使用另一个 queryMore()调用从结果集中获

取其他行（false 表示获取，true 表示不获取）。在查询

结果中迭代时，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将该值用作循环条件 

records sObject 数组 sObjects 的数组，代表指定对象的各个具体对象并包含

queryString 中指定的字段列表中定义的数据 

size 整型值 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该值确定查询是否获取了某些行

（size > 0 为获取到了，size = 0 为未获取到） 
 

注意：父对象上的 queryMore()调用会使上一个结果集中的所有子指针失效。如果需要子指针的结果，必须在对父结

果使用 queryMore()之前，对这些结果使用 queryMore()。 
 

QueryLocator 
在 queryMore()调用返回的 QueryResult 对象中，queryLocator 包含将在后续 queryMore() 调用中使用的值。使用该值

时，注意以下指导原则： 

 queryLocator 仅使用一次。将它传入 queryMore()调用中时，API 会在 QueryResult 中返回新的 queryLocator。 
 QueryLocator 值在处于非活动状态 15 分钟之后自动过期。 
 用户一次 多可以打开 10 个查询指针。如果已经打开了 10 个 QueryLocator 指针，而作为同一用户登录的客户端应用

程序还试图打开新的指针，那么 10 个指针中 早的一个就会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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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Locator 代表服务器端指针。 

 

注意：父对象上的 queryMore()调用会使上一个结果集中的所有子指针失效。如果需要子指针的结果，必须在对父结果

使用 queryMore()之前，对这些结果使用 queryMore()。 

retrieve() 

根据指定的对象 ID 获取一个或多个对象。  

语法 

sObject[] result = binding.retrieve(string fieldList, string sObjectType, ID ids[]); 

用法 

retrieve()调用会从对象获取具体记录。客户端应用程序传入要获取的字段列表、对象和要获取的对象 ID 数组。retrieve()

调用不会返回已经删除的记录。 

一般来说，要在预先知道要获取的记录 ID 时使用 retrieve()。而在不知道 ID 或要指定其他选择标准时使用 query()来获取记

录。 

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retrieve()执行客户端连接。例如，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运行 query()来获取一组 Opportunity 记

录，在返回的机会记录中迭代，获取每个机会的 accountId，然后调用 retrieve()来获取这些 accountId 的 Account 信
息。 

某些对象不能通过 API 获取。要通过 retrieve()调用获取对象，其对象必须配置为可获取的（retrieveable 为 true）。要

确定对象是否可以获取，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对对象调用 describeSObjects()并检查其 retrievable 属性。 

要获取指定对象内的各个具体对象以及要获取指定字段列表中的字段，必须登录应用程序且具有足够的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影响数据访问的因素”。 

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retrieveSample() { 
try { 
//  Invoke the retrieve call and save results in an array of SObjects 
SObject[] sObjects = binding.retrieve("Id, AccountNumber, Name, Website", 
"Account", 

new ID[] {new ID("001x0000002kuk1AAA"), new ID("001x0000002khE0AAI")} ); 

// Verify that some objects were returned. 
// Even though we began with valid object IDs, 
// someone else might have deleted them in the meantime. 
if (sObjects != null) { 
// Loop through the array and print out some properties 
for (int i=0;i<sObjects.length;i++) { 
// Cast the SObject into an Account object 
Account retrievedAccount = (Account)sObjects[ i]; 
System.out.println("Account: " + retrievedAccount.getId()); 
System. out .println (" AccountNumber = " + retrievedAccount .getAccountNumber 

()); System.out.println(" Name = " + retrievedAccount.getName()); 
System.out.println(" Website = " + retrievedAccount.getWebsite()); 

}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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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retrieve() 
{ 

// Invoke retrieve call and save results in an array of SObjects 
sObject[] records = binding.retrieve("FirstName, LastName", "Contact", 

new String[] { "003x0000002kuk1AAA", "003x0000002khE0AAI"} ) ; 

// Iterate through the results 
for (int i=0;i<records .Length;i++) 
{ 

Contact contact = (Contact) records[ i]; 
// Get the contact properties 
System.Diagnostics.Trace.WriteLine("Name is: " + contact.FirstName + 

" " + contact.LastName);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fieldList 字符串 指定对象中一个或多个字段的列表，由逗号分隔。必须指定有效的字段名且必须对

每个指定字段具有读取级别的权限。 fieldList 定义了 result 中字段的顺序 

sObjectType 字符串 要从中获取数据的对象。指定值必须为组织的有效对象。有关完整的对象列表，

请参阅“标准对象” 
ids ID 数组 要获取对象的一个或多个 ID 的数组。可以为 retrieve()调用传入 多 2000 个对

象 ID 。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响应 

名称 类型 说明 
result sObject 数

组 
一个或多个 sObjects 的数组，代表指定对象的各个具体对象。数组中返回的

sObjects 的数量与传入 retrieve()调用的对象 ID 的数量一致。如果没有对对象

的访问权限或者传入的 ID 无效，数组会为该对象返回 null。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错误 
InvalidSObjectFault 

InvalidField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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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在组织数据中执行文本搜索。 

语法 

SearchResult = binding. search(String searchString); 

用法 

使用 search()根据搜索字符串搜索对象。search()调用支持搜索自定义对象。有关文本搜索的语法和规则的更详细讨论，

请参阅“Salesforce 对象搜索语言(SOSL)”。 

某些对象不能通过 API 搜索，比如 Attachment 对象。要通过 search()调用搜索对象，其对象必须配置为可搜索的

（sSearchable 为 true）。要确定某个对象是否能搜索，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对该对象调用 describeSObjects()并检查

其 searchable 属性。 

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searchSample() { 
SearchResult sr = null; 

try { 
//This search will look for a particular phone number in contacts, 
//leads, and Accounts, returning similar information for contact 
//and Leads and just the name and phone number for the accounts 
sr = binding.search("find {4159017000} " + "in phone fields " 
+ "returning " + "contact(id, phone, firstname, lastname), " 
+ "lead(id, phone, firstname, lastname), " + 

"account(id, phone, name)"); 
//Put the results into an array of SearchRecords 
SearchRecord[] records = sr.getSearchRecords(); 
//Check the length of the returned array of records to see 
//if the search found anything 
if (records != null && records.length > 0) { 
//We are going to use lists to hold the results 
ArrayList contacts = new 

ArrayList(); ArrayList leads = new 
ArrayList(); ArrayList accounts = new 
ArrayList(); 

//We will go throught the results and determine what type 
//of object we found by using instanceof and add each record 
//to the correct vectory 
for (int i=0;i<records.length;i++){ 
SObject record = records[ i] .getRecord(); 
if (record instanceof Contact) { 
contacts . add ( record); 

} else if (record instanceof Lead){ 
leads .add (record); 

} else if (record instanceof Account) { 
accounts . add ( record); 

} 
} 
//we now have our results sorted into buckets of specific types 
//so we can report our findings 
if (contacts.size() > 0) { 
System.out.println("Found " + contacts.size() + 

" contacts:"); 
for (int 
i=0;i<contacts.size();i++){ Contact c 
= (Contact) contacts.get(i); 

System.out.println(c.getFirstName() + " " + c.getLastName() + " - " + 
c.getPh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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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f (leads.size() > 0) { 
System.out.println("Found " + leads.size() + " leads:"); 
for (int i=0;i<leads.size();i++){ 
Lead l = (Lead) leads.get(i); 
System.out.println(l.getFirstName() + " " + l.getLastName() + " - " + 

l.getPhone ()); 
} 

} 
if (accounts.size() > 0) { 
System.out.println("Found " + accounts.size() + 

" accounts:"); 
for (int i=0;i<accounts.size();i++){ 
Account a = (Account) accounts.get(i); 
System.out.println(a.getName() + " - " + a.getPhone()); 

}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No records were found for the search.");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 
} 

示例代码—C#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 Collections. 

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FDCWsdl. Salesforce_WSDL; 

namespace SFDCWsdl 
{ 

public class SFDCWsdlTest 
{ 

private SforceService binding;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Username = "USERNAME";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Password = "PASSWORD"; 

/// <summary> 
/// Create the binding and login 
/// </summary> 
private SFDCWsdlTest () 
{ 

this.binding = new SforceService(); 
binding.login(SFDCWsdlTest.Username, SFDCWsdlTest.Password); 

} 

private void SearchSample() 
{ 

SforceService binding = new SforceService(); 

SearchResult sr = null; 

sr = binding.search ("find { 4159017000} in phone fields 
returning " + "contact(id, phone, firstname, lastname), " 

+ "lead(id, phone, firstname, lastname), " 
+ "account(id, phone, name)"); 

SearchRecord[] records = sr.searchRecords; 

List<sObject> contacts = new List<sObject>();  
List<sObject> leads = new List<s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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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sObject> accounts = new List<sObject>(); 
if (records.Length > 0) 
{ 

for (int i = 0; i < records.Length; i++) 
{ 

sObject record = records[ i] .record; 
if (record.type.ToLower() .Equals("contact")) 
{ 

contacts . Add ( record); 
} 
else if (record.type.ToLower() .Equals("lead")) 
{ 

leads .Add (record); 
} 
else if (record.type.ToLower() .Equals ("account")) 
{ 

accounts . Add ( record); 
} 

} 
if (contacts.Count > 0) 
{ 

Console.WriteLine("Found " + contacts.Count + " contacts:"); 
for (int i = 0; i < contacts.Count; i++) 
{ 

sObject c = (sObject) contacts[ i]; 
Console.WriteLine(c.Any[2] .InnerText + " " + 
c.Any[ 3] .InnerText + " - " + c.Any[ 1] .InnerText); 

} 
} 
if (leads.Count > 0) 
{ 

Console.WriteLine("Found " + leads.Count + " leads:"); 
for (int i = 0; i < leads.Count; i++) 
{ 

sObject l = (sObject)leads[ i] ; 
Console.WriteLine(l.Any[2] .InnerText + " " + 

l.Any[ 3] .InnerText + " - " + l.Any[ 1] .InnerText); 
} 

} 
if (accounts.Count > 0) 
{ 

Console.WriteLine("Found " + accounts.Count + " accounts:"); 
for (int i = 0; i < accounts.Count; i++) 
{ 

sObject a = (sObject)accounts[ i]; 
Console.WriteLine(a.Any[2] .InnerText + " - " + 

a.Any[ 1] .InnerText); 
} 

} 
} 
else 
{ 

Console.WriteLine("No records were found for the search."); 
} 

}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search 字符串 搜索字符串，用于指定要搜索的文本表达式、要搜索的字段范围、对象列表及要获

取的字段以及返回的 大对象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Salesforce 对象搜索语

言（SO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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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SearchResult 

错误 

InvalidFieldFault 

InvalidSObjectFault 

MalformedSearch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SearchResult 
search()调用返回 SearchResult 对象，它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searchRecords SearchRecord 数

组 
SearchRecord 对象数组，每个 SearchRecord 对象都包含一个 sObject 

Salesforce 对象搜索语言（SOSL） 

Salesforce 对象搜索语言（Salesforce Object Search Language，SOSL）用于为 search()调用构建简单但功能强大的文本

搜索。与 SOQL 不同，它一次只能查询一个对象，SOSL 使您能高效地通过单个查询一次搜索多个对象的文本、电子邮件和电

话字段。 

以下主题能帮助您了解 SOSL FIND 语句的组成部分及其语法和用法： 

 关于 SOSL 

 SOSL 格式规范 
 SOSL 语法 
 FIND {Search Query} 
 IN SearchGroup 
 RETURNING FieldSpec 
 WHERE conditionExpression 
 ORDER BY clause 
 WITH DivisionFilter 
 LIMIT n 
 toLabel() 
 在多货币组织中查询货币字段 
 示例文本搜索 
 CJK 语言的文本搜索 

关于 SOSL 

SOSL 允许您指定文本表达式、要搜索字段的范围、要获取的对象和字段列表以及在源对象中选择行的条件。在 search()

调用的 search 参数中传入整个 SOSL 表达式。 

注意：如果组织支持关系查询，则 SOSL 支持关系查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关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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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L 与 SOQL 的比较 

与 Salesforce 对象查询语言（SOQL）一样，SOSL 允许通过编程方式搜索组织中特定信息的 Salesforce 数据。与 SOQL 不同

的是，SOSL 一次只能查询一个对象。可以使用单个 SOSL 查询搜索所有具有访问权限的对象——包括自定义对象。API 在指定

范围内执行搜索并且根据应用程序登录时具有的用户权限，仅返回您可以访问的信息。 

 使用 SOQL 的 query()调用根据您指定的标准选择单个对象的记录。 
 使用 SOSL 的 search()调用根据指定的搜索字符串查找一个或多个对象的记录。search()调用搜索一个对象上的大部

分文本字段。有关搜索字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搜索范围”。 

设计高效的文本搜索 

设计文本搜索时不能太概括，否则搜索将非常慢并且返回太多结果。SOSL 语法允许您定义搜索范围，可以按照要搜索的列类型

（IN 子句）和要搜索的对象（RETURNING 子句）进行搜索。也可以通过 LIMIT 子句限制搜索结果，请参阅 IN SearchGroup、
RETURNING FieldSpec 和 LIMIT n 的相关内容。 

搜索范围 

search()调用可以搜索您具有访问权限的大部分对象（包括自定义对象）和文本字段。它不能搜索以下对象和字段： 

 任何定义为不可搜索（searchable 为 false）的元素，比如下拉列表。要确定给定对象是否可搜索，应用程序可以对对

象调用 describeSObjects()并检查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的 searchable 属性。 

 数字、日期或复选框字段。要搜索此类信息，可使用 query()调用。 
 Textarea 字段，除非使用 ALL FIELDS 搜索组。 
 与某些对象相关联的 Attachment 记录，比如 Account、Contact 或 Opportunity。 

注意：search()调用不提供专门的搜索特性，比如同意匹配或停用词。 

SOSL 格式规范 

关于 SOQL 的主题使用以下格式规范： 
 
规范 说明 
FIND Name IN Account 

在例子中，Courier 字体表示原封不动键入的项。在语法语句中，Courier 字体

也表示原封不动键入的项，除了问号和方括号 

FIND fieldname IN objectname 
在例子或语法语句中，斜体表示变量。您应提供实际值 

, 
在语法语句中，方括号中的逗号表示包含它的元素可能会一直重复到该元素的

极限值
[ORDER BY conditionexpression] 

在语法语句中，方括号括起来的元素是可选的。可以省略或包括一个该元素，

或者如果出现逗号，可以包含多个该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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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L 语法 

SOSL 使用以下语法： 

FIND {SearchQuery} [ toLabel()] 
[ IN SearchGroup [ convertCurrency(Amount)] ] 
[RETURNING FieldSpec ] 
[WITH DivisionFilter ] 
[LIMIT n ] 

其中： 
 
语法 说明 
FIND {SearchQuery} 

必选的。指定要搜索的文本（单词或短语）。搜索查询必须

用花括号定界 
toLabel() 

可选的。返回的查询结果翻译成用户的语言 

IN SearchGroup 可选的。要搜索的字段的范围。下列值之一： 

 ALL FIELDS 
 NAME FIELDS 
 EMAIL FIELDS 
 PHONE FIELDS 

如果未指定，那么默认值为 ALL FIELDS。可以在

RETURNING FieldSpec 子句中指定要搜索的对象列表 

convertCurrency(Amount) 
可选的。如果组织支持多种货币，则可以将货币字段转换为

用户的货币 
RETURNING FieldSpec 可选的。搜索结果中要返回的信息。一个或多个对象的列表，

以及每个对象内，一个或多个字段的列表，带有过滤要使用的

可选值。如果未指定，那么搜索结果包含找到的所有对象的

ID。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WITH DivisionFilter 可选的。如果组织使用细分，可以根据 Division 字段的

值高效过滤所有搜索结果 
LIMIT n 可选的。指定了文本查询中返回的 大行数。如果未指定，

则默认值为 200，也就是可以返回的 大行数 
 

注意：SOSL 语句不能超过 10,000 个字符。对于超过此 大长度的 SOSL 语句而言，API 会返回 MALFORMED_SEARCH

异常代码；没有结果行返回。 
 

FIND {Search Query} 
必选的 FIND 子句允许您指定要搜索的单词或短语。搜索查询包括： 

 要搜索的字面值文本（单个单词或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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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地，通配符 
 可选地，逻辑运算符，包括成组的括号 

搜索从左向右计算并使用 Unicode (UTF-8)编码。文本搜索是不区分大小写的。例如，搜索 Customer、customer 或

CUSTOMER 都返回一样的结果。 

注意，FIND 子句中不允许出现在运行时求值的特殊类型文本表达式（比如宏、函数或正则表达式）。 

注意：SearchQuery 必须用花括号定界。这是为了将搜索表达式与文本搜索中的其他子句明确区分开。 

 

单个单词和短语 

SearchQuery 包含两类文本： 

 单个单词——单个单词，比如 test 或 hello。SearchQuery 中的单词通过空格、标点和从字母到数字（或反之）的变

化分隔。单词总是不区分大小写。在中文、日文和韩文（CJK）中，单词也通过成对的 CJK 类型的字符分隔。 
 短语——单词和空格的集合，用双引号括起来，比如"john smith"。多个单词可以通过逻辑和成组运算符组合在一起，

形成更为复杂的查询。如果要搜索某些关键词（“and”、“or”和“not”），必须用双引号把它们括起来，否则它们将被

解释为相应的运算符。 

通配符 

可以指定以下通配符字符以匹配搜索中的文本样式： 

通配符 说明 
* 使用一个星号(*)匹配搜索术语中间或末尾的一个或多个字符。不要在搜索术语的开头使

用星号。如果是在单词或短语中搜索文字星号，那么可以转义星号（在其前面添加\字
符）。例如，john*搜索会查找到以术语 john 的变体开头的项，如 johnson

或 johnny。ma*搜索会查找到 mary 或 marty 

？ 使用问号(?)匹配搜索术语中间或末尾的一份字符。不要在搜索术语的开头使用问号通配

符。例如，jo?n 搜索会查找到单词 john 或 joan 

 

使用通配符时，要考虑以下问题： 

 通配符搜索越集中，返回搜索结果的速度越快并且更有可能获得您想要的结果。比如，要搜索所有出现单词 prospect（或

prospects，复数形式）的地方，更高效的方法是在搜索字符串中指定 prospect*，而不是指定较宽泛的通配符搜索（比

如 prosp*），这样的搜索会返回额外的匹配结果（比如 prosperity）。 
 定制搜索查找某个单词的所有变体。例如，要找到 property 和 properties，要指定 propert*。 
 索引标点。要找到短语中的*或?，必须将搜索字符串括在引号中，并且必须转义特殊字符。例如，"where are you\?"

会找到短语 where are you?。这里必须使用转义字符(\)，这个搜索才能正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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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 

可以使用以下特殊运算符使文本搜索的目标更集中。  
运算符 说明 
" " 

使用引号将搜索条目括起来以查找到精确匹配的短语。在搜索带有标点的文本时，这个非常有用。例

如，"acme.com"查找包含精确文本 acme.com 的条目。搜索"monday meeting"会找到包含精确

短语 monday meeting 的条目 

AND 
查找匹配所有搜索条目的项。例如，john AND smith 查找带有单词 john 和单词 smith 的项。

如果未指定运算符，那么这是默认运算符。不区分大小写 

OR 
查找至少有一个搜索条目的项。例如，john OR smith 查找带有 john 或 smith，或两者兼有的

项。不区分大小写 
AND NOT 

查找不包含搜索条目的项。例如，john AND NOT smith 查找具有单词 john 但没有单词 smith

的项。不区分大小写 
( ) 用括号将搜索项括起来，与逻辑运算符一起使用，将搜索项分组。例如，可以搜索 

·("Bob" and "Jones") OR ("Sally" and "Smith")——这将搜索 Bob Jones 或 Sally  
Smith。 
·("Bob") and ("Jones" OR "Thomas") and Sally Smith——将搜索 Bob Jones 或 Bob 
Thomas 和 Sally Smith 

 

保留字符 

以下字符被保留： 

?&|!{}[]()^~*:\ " ' +- 

保留字符（如果在文本搜索中指定了）必须被转义（前面加上反斜杠\字符）才能被正确解析。如果不在保留字符前面加上反斜

杠则会发生错误。即使 SearchQuery 被括在双引号中也是如此。 

例如，要搜索以下文本： 

{1+1}:2 

在每个保留字符前面插上反斜杠： 

\{1\+1\}\:2 

示例 FIND 子句 

搜索类型 示例 

单个术语示例 FIND {MyProspect} 

FIND{mylogin@salesforce.com} 

FIND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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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类型 示例 

 FIND {IN} 

FIND{RETURNING}

FIND {LIMIT} 

单个短语 FIND {John Smith} 

专有名词 OR 专有名词 FIND {MyProspect OR MyCompany} 

专有名词 AND 专有名词 FIND {MyProspect AND MyCompany} 

专有名词 AND 短语 FIND {MyProspect AND "John Smith"} 

专有名词 OR 短语 FIND {MyProspect OR "John Smith"} 

使用 AND/OR 的复合查询 FIND {MyProspect AND "John Smith" OR MyCompany} 

FIND {MyProspect AND ("John Smith" OR MyCompany)} 

使用 AND NOT 的复合查询 FIND {MyProspect AND NOT MyCompany} 

通配符搜索 FIND {My*} 

转义序列 FIND {Why not\?} 

无效或不完整的短语（不会成功） FIND {"John Smith} 

 

Apex 中的 FIND 子句 

Apex 中 FIND 子句的语法与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中 FIND 子句的语法有所不同： 

 在 Apex 中，FIND 子句的值使用单引号划界。例如： 

FIND 'map*' IN ALL FIELDS RETURNING Account (id, name), Contact, Opportunity, Lead 

 在 Force.com API 中，FIND 子句的值使用括号划界。例如： 

FIND {map*} IN ALL FIELDS RETURNING Account (id, name), Contact, Opportunity, Lead 

 Force.com Apex Code Developer’s Guide 提供了关于在 Apex 中使用 SOSL 和 SOQL 的更多信息。 

IN SearchGroup 

可选的 IN 子句允许您定义要搜索的字段类型。可以指定以下值之一（注意，数字字段不可搜索）。如果未指定，默认行为是搜

索可搜索对象中的所有文本字段。 

有效的 SearchGroup 设置 

范围 说明 
ALL FIELDS 搜索所有可搜索字段。如果未指定 IN 子句，那么这里保持默认设置 

EMAIL FIELDS 仅搜索邮件字段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exco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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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说明 
NAME FIELDS 

仅搜索名称字段。在自定义对象中，搜索定义为 Name Field 的字段。在标准和自定义对象

中，名称字段的 nameField 属性设置为 tru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 fields 参数的 Field 数组） 

PHONE FIELDS 仅搜索电话号码字段 
SIDEBAR FIELDS 

搜索侧栏下拉列表中列出的有效记录。与在应用程序中搜索不同，这里不用在搜索字符串末

尾附上星号(*)通配符  

尽管 IN 子句是可选的，还是建议您指定搜索范围，除非要搜索所有字段。例如，如果仅搜索邮件地址，就应该指定 IN 
EMAIL FIELDS 以便设计更高效的搜索。 

示例 IN 子句 
 
搜索类型 示例 

无搜索组 FIND {MyProspect} 

ALL FIELDS FIND {MyProspect} IN ALL FIELDS 

EMAIL FIELDS FIND {mylogin@mycompany.com} IN EMAIL FIELDS 

NAME FIELDS FIND {MyProspect} IN NAME FIELDS 

PHONE FIELDS FIND {MyProspect} IN PHONE FIELDS 

SIDEBAR FIELDS FIND {MyProspect} IN SIDEBAR FIELDS 

无效搜索（不会成功） FIND {MyProspect} IN Accounts 

RETURNING FieldSpec 
可选的 RETURNING 子句使您能指定文本搜索结果中返回的信息。如果未指定，那么默认行为是返回所有可用对象的 ID，直到

达到 LIMIT n 子句中指定的 大值或者 200（两者中较小的）。 

注意：必须在搜索结果中，在要返回的 RETURNING 子句中显式地指定解决方案、文档和产品。例如：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Account, Solution, Product2, Document 

使用 RETURNING 子句限制 search()调用返回的结果数据。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语法 

以下语法语句中，方括号[]表示可以省略的可选元素。逗号表明其指示的部分可以多次出现。  

RETURNING ObjectTypeName 
[(FieldList [WHERE conditionExpression] [ORDER BY clause] [LIMIT n])] 
[, ObjectTypeName [(FieldList) [WHERE conditionExpression] [ORDER BY clause] [LIMI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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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ING 可以包含以下元素： 
 
名称 说明 
ObjectTypeName 

要返回的对象。如果指定了，那么 search()调用返回找到的所有与指定对象匹配的对象的

ID。必须是有效的 sObject 类型。可以指定多个对象，由逗号分隔。search()调用不会返回

未在 RETURNING 子句中指定的对象。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FieldList 
要为给定对象返回的一个或多个字段的可选列表，由逗号分隔。如果指定了一个或多个字

段，那么除了 ID，还会返回所有找到对象的字段。不需要指定 ID 字段，因为它们总是会返

回。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WHERE conditionExpression 如何根据各个字段值过滤给定对象搜索结果的说明（可选的）。如果未指定，搜索会获取对

象中用户可见的所有行。 

注意，如果要指定 WHERE 子句，必须至少有一个指定字段包括 FieldList。例如： 

RETURNING Account(WHERE name like 'test') 

不是合法的语法，而 

RETURNING Account (Name, Industry WHERE Name like 'test') 

是合法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onditionExpression 

ORDER BY clause 如果排序返回结果的可选说明，包括升序和降序，以及如何对 null 排序。可以提供多个

ORDER BY 子句。 

注意，如果要指定 ORDER BY 子句，必须用至少一个指定字段包括 FieldList。例如， 

RETURNING Account (ORDER BY id) 

是不合法的语法，而 

RETURNING Account (Name, Industry ORDER BY Name) 

是合法的 

LIMIT n 设置给定对象返回的 大记录数的可选子句。如果未指定，返回所有匹配记录，一直到为查

询整体设置的极限值。 

注意，如果要指定 LIMIT 子句，必须至少有一个指定字段包括 FieldList。例如， 

RETURNING Account (LIMIT 10) 

是不合法的语法，而 

RETURNING Account (Name, Industry LIM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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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是合法的 

注意：RETURNING 子句影响返回的数据，而不是搜索的数据。IN 子句影响搜索的数据。 

示例 RETURNING 子句 

搜索类型 示例 

未指定字段 FIND {MyProspect} 

一个 sObject，无字段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Contact 

多个 sObject 对象，无字段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Contact, Lead 

一个 sObject，一个或多个字段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Account(Name)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Contact(FirstName, LastName) 

自定义 sObject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CustomObject_c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CustomObject _c (CustomField_c) 

多个 sObject 对象，一个或多个

字段，有极限值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Contact(FirstName, LastName LIMIT 
10), Account(Name, Industry) 

多个 sObject 对象，混合数量的

字段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Contact(FirstName, LastName), 
Account, Lead (FirstName) 

不可搜索的 sObject 对象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RecordType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Pricebook 

无效的 sObject 对象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FooBar 

无效的 sObject 字段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Contact(fooBar) 

单个对象，有极限值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Contact(FirstName, LastName LIMIT 
10) 

多个对象，有极限值以及一个 
查询，有极限值 

FIND {MyProspect} RETURNING Contact(FirstName, LastName LIMIT 
20), Account(Name, Industry LIMIT 10), Opportunity LIMIT 50 

 

WHERE conditionExpression 

可选的 WHERE 子句允许您根据各个字段值为给定对象过滤搜索结果。如果未指定，则搜索获取对象中用户可见的所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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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Expression 

WHERE 的 conditionExpression 使用以下语法： 

fieldExpression logicalOperator fieldExpression2 ? 

SOSL SELECT 语句的条件表达式在以下示例中以粗体显示： 

 FIND {test} RETURNING Account (id WHERE createddate = THIS _FISCAL _QUARTER) 
 FIND {test} RETURNING Account (id WHERE cf__c includes('AAA')) 

 可以使用括号定义计算 fieldExpressions 的顺序。例如，如果 fieldExpression1 为 true 并且

fieldExpression2 或 fieldExpression3 为 true，则以下表达式为 true： 

fieldExpression1 AND (fieldExpression2 OR fieldExpression3) 

 如果 fieldExpression3 为 true 或 fieldExpression1 和 fieldExpression2 都为 true，则以下表达式为

true。 

(fieldExpression1 AND fieldExpression2) OR fieldExpression3 

 嵌套运算符时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指定括号。但是同一类型的多个运算符不需要嵌套。 

有关 fieldExpression 的语法，请参阅 fieldExpression。有关有效的逻辑运算符，请参阅“逻辑运算符”。

fieldExpression 

fieldExpression 使用以下语法： 

fieldName comparisonOperator value 

其中： 
 
语法 说明 
fieldName 指定对象中字段的名称。用单引号或双引号将名称括起来会导致错误。必须对该字段具有读取级别的权

限。它可以是除长文本域字段、加密数据字段或 base64 编码字段之外的任何字段。它不需要是

fieldList 中的字段 

comparison Operator 有关有效运算符的列表，请参阅“比较运算符” 

value 用于与 fieldName 中的值相比较的值。所提供值的数据类型必须与指定字段的字段类型相匹配。必须

提供本机值——不允许使用其他字段名或计算。对于日期值，使用日期格式和日期字面值中列出的格

式。如果需要引号（例如，不是日期和数字），请使用单引号。双引号会导致错误 
 

比较运算符 

下表列出了 fieldExpression 语法中使用的 comparison Operator 值。注意，字符串的比较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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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 名称 说明 
= Equals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等于表达式中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

真。使用等于运算符的字符串比较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 Not equals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不等于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真 

< Less than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小于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真 

<= Less or equal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小于或等于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真 

> Greater than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大于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真 

>= Greater or 
equal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大于或等于指定的 value，那么表达式为真 

LIKE Like 如果指定的 fieldName 中的值匹配指定的 value 中的文本字符串的字符，那

么表达式为真。SOQL 和 SOSL 中的 LIKE 运算符类似于 SQL 中的 SAME 运算

符；它提供匹配部分文本字符串的机制并包括对通配符的支持。 
 LIKE 运算符支持%和_通配符。 
 %通配符匹配 0 或更多的字符。 

 _通配符匹配一个字符。 
 指定的 value 中的文本字符串必须被括在单引号内。 
 仅字符串字段支持 LIKE 运算符（请参阅“字符串”）。 
 与 SQL 中区分大小写的匹配不同，LIKE 运算符会执行不区分大小写的匹

配。 

 TSOQL 和 SOSL 中的 LIKE 运算符支持特殊字符%或_的转义。 

 不应在搜索中使用反斜杠字符（除非要转义字符）。 

例如，以下查询匹配 Appleton、Apple 和 Bappl，而不是 Appl： 

SELECT AccountId, FirstName, lastname FRPM Contact WHERE 
Lastname LIKE ‘appl_%’ 

IN IN 
如果值等于 WHERE 子句中的任何指定值。例如：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BillingState IN ('California', 'New York') 

注意，IN 的值必须在括号中。字符串值必须由单引号括起来。 

IN 和 NOT IN 也可用于根据 ID 字段进行搜索时的半连接和反连接。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 IN 进行半连接，使用 NOT IN 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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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 名称 说明 

NOT IN NOT IN 
如果值不等于 WHERE 子句中的任何指定值。例如： 

SELECT Name FROM ACCOUNT 

WHERE BillingState NOT IN ('California', 'New York') 

注意，NOT IN 的值必须在括号中。字符串值必须由单引号括起来。 

还有一个逻辑运算符 NOT 

INCLUDES 
EXCLUDES 

 
仅适用于多选下拉列表。请参阅“查询多选下拉列表” 

逻辑运算符 

下表列出了 fieldExpression 语法中使用的逻辑运算符值： 
 
运算符 语法 说明 
AND fieldExpressionX AND 

fieldExpressi on Y 

如果 fieldExpressionX 和 fieldExpressionY 都为 true，则该值

为 true 

OR fieldExpressionX OR 
fieldExpressionY 

如果 fieldExpressionX 或 fieldExpressionY 为 true，则该值

为 true。根据 API 版本的不同，OR 子句中带有外键值的关系查询的

行为方式也不同。在 WHERE 子句中使用 OR 时，如果记录中的外键值

为 null，则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该记录，但是在 13.0 之前的版

本中不会返回记录。 

SELECT Id FROM Contact WHERE LastName = 'foo' or 

Account.Name = 'bar' 

没有父帐户的联系人具有满足标准的姓，所以在 13.0 及更高版本中会返回

记录 

NOT not fieldExpressionX 
如果 fieldExpressionX 为 false，则该值为 true。 

还有一个比较运算符 NOT IN. 
 

引用字符串内的转义序列 

在 SOSL 中，可以使用下列转义序列： 

 
序列 意义 

\n 换行 

\r 回车 

\t 制表符 

\b 响铃 

\f 分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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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意义 

\" 双引号字符 

\' 单引号字符 

\\ 反斜杠 
 

如果在任何其他上下文中使用反斜杠字符，可能会发生错误。 

示例 WHERE 子句 
 
示例  

FIND {test} RETURNING Account (id WHERE createddate = THIS_FISCAL_QUARTER)  

FIND {test} RETURNING Account (id WHERE cf__c includes('AAA'))  

FIND {test} RETURNING Account (id), User(Field1,Field2 WHERE Filed1 = 'test' order by id 
ASC, Name DESC) 

FIND {test} IN ALL FIELDS RETURNING Contact(Salutation, FirstName, LastName, AccountId 

WHERE Name = 'test'), User(FirstName, LastName), Account(id WHERE BillingState IN 
('California', 'New York')) 

 

FIND {test} RETURNING Account (id WHERE (FirstName = 'New Account' and ((not AccountId 

null) or AccountId != null)) or (AccountId = '001z00000008Vq7' and FirstName = 'Account 
Insert Test') or (NumberOfEmployees < 100 or NumberOfEmployees = null) ORDER BY 
NumberOfEmployees) 

=

 

ORDER BY clause 

在 SOSL 语句中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 ORDER BY 子句。 

语法 

ORDER BY fieldname [ASC | DESC] [NULLS [first | last] 

语法 说明 

ASC or DESC 结果的升序(ASC)或降序(DESC)顺序。默认顺序是升序 

NULLS null 记录显示在结果的开头（第一个）或结尾（ 后一个）。默认情况下，以升序显示，

NULL 值存储在 后一个；以降序显示，则显示在第一个 

示例 

下例展示了单个 ORDER BY 子句： 

FIND {MyName} RETURNING Account(Name, Id ORDER BY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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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例展示了多个 ORDER BY 子句： 

FIND {MyContactName} RETURNING Contact(Name, Id ORDER BY Name), Account(Description, Id 
ORDER BY Description) 

以下搜索返回带有帐户记录的结果，这些记录以名称的字母顺序降序排列，其中名称为 null 的帐户出现在 后： 

FIND {MyAccountName} IN NAME FIELDS RETURNING Account(Name, Id ORDER BY Name DESC NULLS 
last) 

WITH DivisionFilter 

可选的 WITH 子句允许您根据细分过滤所有搜索结果。尽管在 WHERE 子句中也可以根据对象的 Division 字段进行过滤，但

是使用 WITH 是首选，因为： 

 它可以在应用其他过滤器之前，根据细分提前过滤所有记录。 
 可以在过滤器中指定细分的名字，而不是其 ID（如果在 WHERE 子句中根据细分进行过滤，可以按需指定）。 

例如： 

FIND {test} RETURNING Account (id where name like'%test%'), 
Contact (id where name like '%test%') 

WITH DIVISION = 'Global' 

 
注意：用户可以根据细分进行搜索，无论他们是否启用了 Affected by Divisions 权限。 

 

LIMIT n 

可选的 LIMIT 子句允许您指定文本查询中返回的 大行数。如果未指定则默认值为 200，也就是可以返回的 大行数。 

可以在各个对象或者整个查询上设置极限值。设置各个对象的极限值能防止单个对象在返回其他对象之前用尽 大查询极限

值。例如，如果发出以下查询， 多可以返回 20 条帐户记录而剩余的记录数可以是联系人。  

FIND {test} RETURNING Account(id LIMIT 20), Contact LIMIT 100 

对象极限值按照它们被包含在查询中的顺序进行计算，而 大查询极限值根据处理的每个对象进行调整。例如，如果只有 7 个

帐户匹配上述查询字符串，那么 多可以返回 93 条联系人记录。同样，如果以下查询返回 15 个帐户和 30 个联系人，那么只能

返回 55 个机会，尽管 Opportunity 对象的极限值是 75： 

FIND {test} RETURNING Account(id LIMIT 20), Contact, Opportunity(id LIMIT 75) LIMIT 100 

如果指定极限值为 0，那么不会为该对象返回记录。 

toLabel() 

使用 toLabel()，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查询返回的结果翻译成用户的语言： 

toLabel (object.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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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FIND {Joe} RETURNING Lead(company, toLabel(Recordtype.Name)) 

此查询返回销售线索记录，其中记录类型名翻译成了发出该查询的用户的语言。 

注意：不能根据从记录类型翻译过来的名称值进行过滤。要根据主值或记录类型对象的 ID 进行过滤。 

使用 toLabel()可以使用翻译后的下拉列表值过滤记录。例如： 

FIND {test} RETURNING Lead(company, toLabel(Status) WHERE toLabel(Status) = 'le 
Draft' ) 

返回销售线索记录，其中 Status 的下拉列表值是'le Draft'。将此值与用户语言中的值进行比较。如果对于指定下拉列表而言，用

户语言中没有可用的翻译，那么将跟主值进行比较。 

注意：toLabel()方法不能与 ORDER BY 一起使用。 Salesforce 总是使用下拉列表定义的顺序，就像报告一样。 

在多货币组织中查询货币字段 

如果组织支持多种货币，可以在 RETURNING 子句 FieldList中使用 convertCurrency()，将货币字段转换为用户的货币。 

convertCurrency(Amount) 

例如， 

FIND {test} RETURNING Opportunity(Name, convertCurrency(Amount)) 

如果组织支持先进的货币管理，在转换机会、机会线项目和机会历史中的货币字段时将使用定期的汇率。 

不能在 WHERE 子句中使用 convertCurrency()函数，否则会返回错误。使用以下语法将数字值转换为用户的货币，根据组

织正在使用的货币进行转换： 

WHERE Object_name Operator ISO_CODEvalue 

例如： 

FIND {test} IN ALL FIELDS RETURNING Opportunity(Name WHERE Amount>USD5000) 

在本例中，如果记录的货币 Amount 值大于相当于 5000 美元的货币量，则会返回机会记录。例如，会返回货币量为 5001 美元

的机会，而不会返回货币量为 7000 日元的机会。 

使用组织支持且正在使用中的 ISO 代码。如果不放入 ISO 代码，那么将使用数字值而不是相比较的资金量。那么在上例中，

5001 日元、5001 欧元和 5001 美元的机会记录都会返回。注意，如果在 WHERE 子句中使用 IN，不要混淆 ISO 代码值与非 ISO
代码值。  

注意：顺序总是基于转换后的货币值，像在报告中一样。因此，convertCurrency()不能与 ORDER BY 子句一起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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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文本搜索 

查找系统中各处的 joe。返回包含 joe 的记录的 ID。 

FIND {joe} 

查找系统中各处的名字 Joe Smith，搜索不区分大小写。返回包含 Joe Smith 的记录的 ID。  

FIND {Joe Smith} 

在销售线索名称字段查找名字 Joe Smith，返回这些记录的 ID 字段。 

FIND {Joe 
Smith} 
IN Name Fields 
RETURNING lead 

在销售线索名称字段查找名字 Joe Smith，返回名字和电话号码。 

FIND { Joe Smith} 
IN Name Fields 
RETURNING lead(name, phone) 

在销售线索名称字段查找名字 Joe Smith，返回在当前财务季度创建的任何匹配记录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FIND {Joe Smith} 
IN Name Fields 
RETURNING lead (name, phone Where createddate = THIS_FISCAL_QUARTER) 

在销售线索或帐户的名称字段查找名字 Joe Smith或 Joe Smythe，返回名字和电话号码。如果某个机会叫做 Joe Smith，

就不会返回。 

FIND {"Joe Smith" OR "Joe Smythe"} 
IN Name Fields 
RETURNING lead(name, phone), contact(name, phone) 

通配符： 

FIND {Joe Sm*} 
FIND {Joe 
Sm?th*} 

在“and”和“or”单独用作字面意思时，为其定界。 

FIND {"and" or "or"} 
FIND {"joe and 
mary"} 
FIND {in} 
FIND {returning} 
FIND {find} 

转义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 ' 

FIND {right brace 
\}} 
FIND {asterisk \*} 
FIND {ques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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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single quote \ '} 
FIND {double quote \ "} 

CJK 语言中的文本搜索 

在汉语、日语和韩语中(CJK)，单词通过成对的 CJK 类型字符定界。  

undelete() 

取消删除回收站中的对象。 

语法 

UndeleteResult[] = binding.undelete(ID[] ids ); 

用法 

使用此调用还原任何不可删除的已删除记录。不可删除的记录包括那些回收站中的记录。可以将记录作为 merge()或 delete()

调用的结果，这些记录将被放到回收站中。可以使用 queryAll()调用标识删除的记录，包括作为合并结果删除的记录。 

应该在试图删除对象前确认对象可以取消删除。有些对象不能取消删除，例如，Account 对象不能取消删除。要确认对象可以取

消删除，检查该对象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的 undeletable 标志的值被设置为 true。 

因为删除调用会级联删除子记录，所以取消删除调用将取消删除级联删除的记录。例如，删除帐户会删除所有与该帐户关

联的联系人。 

可以取消删除由于合并删除的记录，但子对象已经重新确定父对象，而这个操作不可撤销。 
注意： 

从 API 版本 15.0 开始，如果为包含字符串的字段指定了值而该值对于该字段而言太大了，调用会失败且返回一个错

误。在之前版本的 API 中，该值会被截断，调用会成功。如果要在版本 15.0 和之后的 API 中继续保持过去的行为，

可以使用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SOAP 报头。  

该调用支持 CallOptions 和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报头。  

示例代码—Java 

public boolean undeleteSample() { 
try { 

// Get the last few deleted account ids: 
QueryResult qr = binding.queryAll ("SELECT id, SystemModstamp FROM Account " + 

"WHERE IsDeleted=true ORDER BY SystemModstamp DESC LIMIT 
5"); ID[] ids = new ID[qr.getSize()]; 

for (int i = 0; i < ids.length; i++) { 
ids[i] = qr.getRecords()[i] .getId(); 

} 
// Invoke the undelete call 
UndeleteResult[] undeleteResults = binding.undelete 

(ids); // Process the results 
for (int i = 0; i < undeleteResults.length; i++) 
{ UndeleteResult undeleteResult = undeleteResults[ i]; 
// Determine whether undelete succeeded or had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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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undeleteResult.isSuccess()) { 
System.out.println("Undeleted:" + 

undeleteResult.getId()); } else { 
// Handle the errors. 
// We just print the first error out for sample 

purposes. Error[] errors = undeleteResult.getErrors(); 
if (errors.length > 0) { 
System.out.println("Error code: " + 

errors[ 0] .getStatusCode()); System.out.println("Error message: 
" + errors[ 0] .getMessage()); 
} 

} 
} 

} 
catch (UnexpectedErrorFault e) { 

System.out.println("Unexpected error encountered:\n\n" + 
e.getExceptionMessage()); return false; 

} 
catch (InvalidSObjectFault e) { 

System.out.println("InvalidSObject encountered:\n\n" + 
e.getExceptionMessage()); return false;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Remote exception encountered:\n\n" + e.getMessage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undeleteSample() 
{ 

try { 
// Get the last few deleted Account ids. 
QueryResult qr = binding.queryAll ("SELECT id, SystemModstamp From Account 

" + "WHERE isDeleted=true ORDER BY SystemModstamp DESC LIMIT 5"); 
String[] ids = new String[ qr.size] ; 
for (int i = 0; i < ids.Length; i++) 
{ 

ids[i] = qr.records[ i] .Id; 
} 
UndeleteResult[ ] undeleteResults = binding.undelete (ids); 
// Process the results 
for (int i = 0; i < undeleteResults.Length; i++) 
{ 

UndeleteResult undeleteResult = undeleteResults[ i]; 
if (undeleteResult. success) 
{ 

Console.WriteLine("Undeleted:" + undeleteResult.id); 
} else { 

// Handle the errors 
Error[] errors = undeleteResult.errors; 

} 
} 

} catch (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nFailed to successfully undelete, error message was: \n" 

+ ex.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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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ids ID 数组 要还原的对象 ID 

 

响应 

UndeleteResult 

错误 

UnexpectedErrorFault 

UndeleteResult 

undelete()调用返回 undeleteResult 对象，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Id ID 取消删除的记录的 ID 

success 布尔型 指示取消删除是否成功（true 表示成功，false 表示不成功） 
errors 错误数组  如果在 undelete()调用中发生错误，则返回一个或多个 Error 对象的数组，提供错

误代码及说明  

update() 
更新组织数据中一个或多个现有对象。 

语法 

SaveResult[] = binding.update(sObject[] sObjects); 

用法 

使用此调用更新组织数据中一个或多个现有对象，比如各个帐户或联系人。update()与 SQL 中的 UPDATE 语句类似。 

权限 

必须有足够的权限登录客户端应用程序才能使用 update()更新指定对象内的单个对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影响数据访

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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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处理 

某些对象（和这些对象中的某些字段）需要特殊处理或权限。例如，可能需要权限来访问对象的父对象。在试图更新特定对象

之前，确保阅读 Salesforce 联机帮助和“标准对象”中对它的说明。 

可更新的对象 

某些对象不能通过 API 更新。要通过 update()调用更新对象，对象必须配置为可更新的（updateable 为 true）。要确定

对象是否可以更新，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对对象调用 describeSObjects()并检查其 updateable 属性。 

必需字段 

更新必需字段时，必须提供值——不能将值设置为 null。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必需字段”。 

ID 字段 

名称包含“Id”的字段不是对象主键（请参阅“ID 字段类型”），就是外键（请参阅“引用字段类型”）。客户端应用程序不

能更新主键，但可以更新外键。例如，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更新 Account 的 OwnerId，因为 OwnerID 是一个外键，用于引用

拥有帐户记录的用户。使用 describeSObjects()确认字段是否可以被更新。 

此调用检查一批重复的 Id 值，如果有重复，它会处理前 5 个。对于第 6 个和所有其他重复 ID，这些条目的 SaveResult 都
会被标记成错误，错误内容如下： 

Maximum number of duplicate updates in one batch (5 allowed). 
Attempt to update Id more than once in this API call: number_of_attempts. 

自动更新的字段 

API 更新自动更新某些字段，比如 LastModifiedDate、LastModifiedById 和 SystemModstamp。不能在 update()调

用中显示指定这些值。 

将值重置为 null 

要将字段值重置为 null，需要将字段名称添加到 sObject 中的 fieldsToNull 数组中。不能将必需字段（nillable 为

false）设置为 null。 

有效字段值 

必须提供字段数据类型有效的值，如为整数字段提供整数（而不是字母字符）。在客户端应用程序中，遵循编程语言和开发工

具（开发工具将在 SOAP 消息中处理适当的数据类型映射）指定的数据格式规则。 

字符串值 

在字符串字段中存储值时，API 会去掉前导和尾部空格。例如，如果名称字段的值输入为" ABC Company "，那么该值在数

据库中会被存储为"ABC Company"。 

从 API 版本 15.0 开始，如果为包含字符串的字段指定了值，而该值对于该字段而言太大了，调用会失败且返回一个错误。在之

前版本的 API 中，该值会被截断，调用会成功。如果要在版本 15.0 和之后的 API 中继续保持过去的行为，可以使用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SOAP 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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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规则 

更新 Case 或 Lead 对象时，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设置 AssignmentRuleHeader 选项，根据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配置的赋值规

则将案例或销售线索自动赋予一个或多个用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ase 或 Lead。 

多可创建的对象数量 

客户端应用程序 多可在单个 update()调用中更改 200 个单个对象。如果更新请求超过 200 个对象，那么整个操作都会失败。  

update()和外键 

可以将外部 ID 字段用作外键，它允许一步创建、更新或更新插入记录，而不用先查询记录以获得 ID。为此，要先指定外键

和外部 ID 字段值。例如： 

public void updateForeignKeySample() 
{ 
Opportunity updateOpportunity = new Opportunity(); 

updateOpportunity.setStageName ("Prospecting"); 
updateOpportunity.setId (new ID("006300000023YFu")); 
// Standard object ref 

Account updateParentAccountRef = new Account(); 
updateParentAccountRef. setExternal _SAP1_ACCTID __c 
("SAP111111"); updateOpportunity.setAccount 
(updateParentAccount); 

// call update 
UpdateResult[ ] updateResults = binding.update (new SObject[ ] { updateOpportunity} ); 
// check results and do more processing after the update call ... 

} 

更新对象的基本步骤 

更新对象的流程如下： 

1. 确定要更新的每个对象的 ID。例如，根据特定标准，您可能调用 query()获取要更新的一组对象（及其 ID）。如果知

道要更新的对象的 ID，可以调用 retrieve()。有关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2. 为每个对象，使用要更新的数据填充其字段。 
3. 构建 sObject[]数组并使用要更新的对象填充该数组。所有对象必须都属于同一对象。 
4. 调用 update()，传入 sObject[]数组。 
5. 处理 SaveResult[]对象中的结果，验证是否成功更新了对象。 

示例代码—Java 

public void updateAccountSample() { 
// Create an array of SObjects to send to the update method 
Account[] updates = new Account[ 2]; 
// This account could also be from the results of a retrieve or query call 
Account updateAccount = new Account(); 
updateAccount.setId (new 
ID("001x0000002kuk2AAA")); 
updateAccount .setShippingPostalCode ("94105"); 
updates[0] = updateAccount; 
Account updateAccount2 = new Account(); 
updateAccount2.setId(new 
ID("001x0000002kuk1AAA")); updateAccount2 . 
setWebsite ("www.website.com"); updates[1] = 
updateAccount2; 
// Invoke the update call and save the results 
try { 

SaveResult[] saveResults = binding.update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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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return; 

} 
} 

  

示例代码—C#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 Collections. 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FDCWsdl. Salesforce_WSDL; 

namespace SFDCWsdl 
{ 

public class SFDCWsdlTest 
{ 

private SforceService binding;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Username = "USERNAME";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string Password = "PASSWORD"; 

/// <summary> 
/// Create the binding and login 
/// </summary> 
private SFDCWsdlTest () 
{ 

this.binding = new SforceService(); 
binding.login(SFDCWsdlTest.Username, SFDCWsdlTest.Password); 

} 
private void UpdateAccountSample () 
{ 

//create the account object to hold our changes 
sObject updateAccount = new sObject(); 
//need to have the id so that API knows which account to update 

//set a new value for the name property 
updateAccount.Id = "00130000001dmJT"; 
System.Xml.XmlDocument doc = new System.Xml.XmlDocument(); 

System.Xml .XmlElement nameElement = 
doc .GetElementById("Name"); nameElement.InnerText = "New 
Account Name from Update Sample"; 

updateAccount.Any = new System.Xml.XmlElement[] 
{ nameElement } ; updateAccount.type = "Account"; 

//call the update passing an array of object 
SaveResult[ ] saveResults = binding.update (new sObject[ ] { updateAccount } ); 

//loop through the results, checking for errors 
for (int j = 0; j < saveResults.Length; j++) 
{ 

Console.WriteLine("Item: " + j); 
if (saveResults[ j] .success) 
Console.WriteLine("An account with an id of: " + saveResults[j].id + 

" was updated.\n"); 
else 
{ 
Console.WriteLine ("Item " + j.ToString() + " had an error updating."); 

Console.WriteLine("The error reported was: " + 
saveResults[ j] .errors[ 0] .message + "\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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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sObjects sObject 数组 要更新的一个或多个对象（ 大值为 200）的数组 

 
响应 

SaveResult[] 

错误 
InvalidSObject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SaveResult 

update()调用返回一个 SaveResult 对象的数组。SaveResult 数组中的每个元素都对应于 update()调用中作为 sObjects

参数传入的 sObject[] 数组。例如，SaveResult 数组中第一个索引中返回的对象要匹配 sObject[] 数组中第一个索引指定的对象。 

SaveResult 对象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id ID 成功更新的 sObject 的 ID。如果该字段包含值，则该对象成功更新。如果该字

段为空，则该对象未更新，API 返回错误信息 

success 布尔型 指示该对象的 update()调用是否成功，（true 表示成功，false 表示不

成功） 
errors 错误数组 如果在 update()调用中发生错误，则返回一个或多个 Error 对象的数组提供

错误代码及说明  

upsert() 

创建新对象并更新现有对象；使用自定义字段确定现有对象的出现。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建议您使用 upsert()来代替

create()，这样可以避免不想要的重复记录（等幂）。在 API 7.0 及更高版本中可以使用。 
注意： 

从 API 版本 15.0 开始，如果为包含字符串的字段指定了值，而该值对于该字段而言太大了，调用会失败且返回一个

错误。在之前版本的 API 中，该值会被截断，调用会成功。如果要在版本 15.0 和之后的 API 中继续保持过去的行

为，可以使用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SOAP 报头。 

语法 

UpsertResult[] = binding.upsert (String externalIdFieldName, sObject[] sObjects); 



 

 

 

470

 

 

用法 

Upsert 是插入（insert）和更新（update）的合并。如果对象有外部 ID 字段或字段带有 idLookup 字段属性时，对象可使用该调

用。  

在自定义对象上，该调用使用称为外部 ID 的索引自定义字段确定是否创建新对象或更新现有对象。在标准对象上，该调用使

用带有 idLookup 字段属性的任何字段名称而不是外部 ID 来确定。 

注意：不能将外部 ID 字段与 merge()一起使用。 

有关向对象添加自定义字段（包括外部 ID 字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联机帮助的主题 Adding Fields。 

使用该调用可以极大地减少需要进行的调用的数量，尤其是： 

 您将组织的 Salesforce 数据与 ERP（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比如财会和制造）进行整合时。 

 导入数据且不希望创建重复对象时。 

如果正在插入和更新对象，且该对象具有一个自定义字段，该字段既选中了 External ID 又选中了 Unique 属性（唯一索

引），那么您就不需要任何特殊权限，因为 Unique 属性会防止创建重复记录。如果正在插入和更新的对象选中了 External 

ID 属性，但是没有选中 Unique 属性（非唯一索引），那么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具有 View All Data 权限，才能执行该调

用。拥有此权限会防止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 upsert()插入意外复制的记录，因为如果不具备此权限，它就看不到该记录已存

在。 

注意： 通过外部 ID 匹配是不区分大小写的，只要外部 ID 字段选中了 Unique 属性和 Treat "ABC" and "abc" as 

duplicate values (case insensitive)选项。这些选项是在创建字段过程中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选择的。如

果是这种情况，则“ABC123”与“abc123”相匹配。在进行操作之前，如果没有为外部 ID 字段选中区分大小写选项，那么就

要检查外部 ID，找到在不考虑大小写时匹配的所有值。如果这样的值存在，就要修改它们，使其唯一，或者为外部 ID 字

段选择区分大小写选项。有关字段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联机帮助中的 Custom Field Attributes。 

Upsert 如何选择是 update()还是 create() 

Upsert 使用外部 ID 确定是创建新对象还是更新现有对象： 

 如果外部 ID 不匹配，那么创建新对象。 

 如果外部 ID 仅匹配一次，那么更新现有对象。 

 如果外部 ID 匹配多个项，那么报告错误。 

 如果在批量调用中，两个或更多对象的外部 ID 相同，那么批量更新多个对象时，这些记录会在 UpsertResult 文件中被标

记为错误。既不会创建也不会更新这些对象。 

upsert()和外键 

可以将外部 ID 字段用作外键，它允许一步创建、更新或更新插入记录，而不用先查询记录以获得 ID。为此，要先指定外键和

外部 ID 字段值。 

以下示例更新并插入了一个 Opportunity。Opportunity 引用一个 Account。不是指定帐户 ID（这需要获取另外的查询），我们指

定帐户的外部 ID，在本例中是 External_SAP1_ACCTID__c 自定义字段。 

public void upsertForeignKeySample () 
{ 
Opportunity upsertOpportunity = new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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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ertOpportunity.setStageName ("Prospecting"); 
//To indicate the reference, attach an Account 

object, //which has only the external ID field 
specified. Account upsertParentAccountRef = new 
Account(); 

upsertParentAccountRef.setExternal_SAP1_ACCTID__c("SAP111111"
); upsertOpportunity.setAccount (upsertParentAccount); 

//Set the external ID for the Opportunity 
upsertOpportunity.set_SAP1_OPPID__c ("SAP222222"); 

UpsertResult[ ] upsertResults = binding.upsert ("SAP1_OPPID__c", 
new SObject[ ] { upsertOpportunity} ); 

// check results and do more processing after the upsert call ... 
} 

upsert()和多态外键 

多态键是指一个 ID，它可以引用多种类型的对象作为父对象。例如，Case 对象的 WhoId 字段可以引用 User 或 Group。类

似地，Task 对象的 WhoId 字段可以引用 Contact 或 Lead。 

在企业 WSDL 中，这种多态外键字段被定义为 Name sObject 类型，所以不可能在 upsert()调用中传入正确的 sObject。但

是，在 合作伙伴 WSDL 的所有外键字段（包括多态外键）中都是 sObject 类型，它支持这些字段上的 upsert()调用。 

示例代码—Java 

以下示例是一个用于指定 Salesforce 对象 ID 的 upsert。 

public void upsertAccountSample() 
{ 
// Create an array of SObjects to send to the upsert method 
SObject[] upserts = new Account[2] ; 
// This account is assumed to be existing. 
// Could be from the results of a retrieve or query call. 
Account upsertAccount = new Account(); 
upsertAccount.setWebsite("http: //www.website.com"); 
// A custom field "External_Id" is used for "External ID" on 

Upsert upsertAccount.setExternal_Id__c("1111111111"); 
upserts[0] = upsertAccount; 
// This account is meant to be new 
Account upsertAccount2 = new Account(); 
upsertAccount2 = new Account(); 
upsertAccount2. setName ("My Company, Inc"); 

upsertAccount2.setExternal_Id__c("2222222222"); 
upserts[1] = upsertAccount2; 
try { 
// Invoke the upsert call and save the results. 
// Use External_Id custom field for matching records 
UpsertResult[] upsertResults = binding.upsert ("External_Id__c", 

upserts); for (UpsertResult result : upsertResults) { 
if (result.isSuccess()) { 
System.out.println("\nUpsert succeeded."); 
System.out.println((result.isCreated() ? "Insert" : "Update") 

+ " was performed."); 
System.out.println("The Account id: " + 

result.getIds(0) .toString()); } else { 
System.out.println("The Upsert failed because: " + 

result.getErrors (0) .getMessage ()); 
} 

}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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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示例代码—C# 

以下示例是一个用于指定 Salesforce 对象 ID 的 upsert（非外键）。 

private void 
upsertSample() { 

if (!loggedIn) { 
if (!login () ) return; 

} 

//First, create a contact using the upsert call. The contact must have a custom 
//field that is designated as an external id. In this case it's called ExternalId__c 
sforce.Contact[] contact = new Contact[ 1]; 

contact[0] = new sforce.Contact(); 
contact[ 0] .LastName = "External _Id"; 
contact[ 0] .FirstName = "Test"; 
contact[ 0] .ExternalId __c = "01010101"; 

sforce.UpsertResult ur = binding.upsert("ExternalId __c", contact)[ 0] ; 

if (ur.success) 
{ //Check out the created flag 

Console.WriteLine("Value of created flag is: " + ur.created); 
} 

else 
{ //Report an error 

Console.WriteLine ("Error: \n" + ur.errors[ 0] .message); 
return; 

} 

//Now, we can call the upsert again changing a 
value. contact[ 0] .FirstName = "Joe"; 

contact[ 0] .LastName = "Sampson"; 

ur = binding.upsert("ExternalId __c", contact)[ 0] ; 

if (ur.success) 
{ //Check out the create flag, should be false now 

Console.WriteLine("Value of created flag is: " + ur.created); 
} 

else 
{ //Report an error 

Console.WriteLine ("Error: \n" + ur.errors[ 0] .message); 
return; 

} 
} 

参数 

名称 类型 说明 
ExternalIDFieldName 字符串 包含自定义对象的外部 ID 属性的字段名称或标准对象的 idLookup 字

段属性。 idLookup 字段属性通常位于对象的 ID 字段或名称字段之

上，但也有例外，所以如果想要 upsert()，可以检查对象中属性

的出现方式 

sObjects sObject 数组 要创建或更新的一个或多个对象（ 多为 200）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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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UpsertResult[] 

错误 

InvalidSObject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UpsertResult 

upsert 调用返回一个 UpsertResult 对象的数组。数组中的每个元素都对应于 upsert()调用中作为 sObjects 参数传入的 sObject[] 数
组。例如，UpsertResult 数组中第一个索引中返回的对象要匹配 sObject[]数组中第一个索引指定的对象。 

UpsertResult 对象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created 布尔型 指示是创建还是更新了记录（true 表示创建记录，false 表示更新记录） 
errors 错误数组 如果在调用中发生错误，则返回一个或多个 Error 对象的数组，提供错误代码及说明

id ID 如果调用成功，则该字段包含更新或创建的记录的 ID。如果出现错误，该字段为 null。
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success 布尔型 指示该对象的调用是否成功（true 表示成功，false 表示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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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描述调用 

下表按字母顺序列出了此 API 所支持的描述调用，并对每个调用进行了简短描述。单击调用名称可以查看有关该调用的语法、用法 

以及更多信息。 

 注意：API 实用程序调用列表详见“实用程序调用”；一般调用（查询、检索或修改数据的调用）列表详见“核心调用”。 

 

调用 描述 

describeGlobal() 检索您组织的数据的可用对象列表 

describeLayout() 检索与指定对象类型的页面布局有关的元数据 

describeSObject() 检索指定对象类型的元数据（字段列表和对象属性）。已被 describeSObjects()取代 

describeSObjects() describeSObject 的基于数组的版本 

describeSoftphoneLayout() 描述为组织创建的 Softphone 布局 

describeTabs() 描述为用户配置的应用服务和标签  

describeGlobal() 

检索您组织的数据的可用对象列表。 

语法 

describeGlobalResult = binding.describeGlobal (); 

用法 

使用 describeGlobal()获得您的组织的可用对象列表。然后可以遍历该表并使用 describeSObjects()关于各个对象的元数据。 

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使用足够的访问权限进行登录，以检索与您的组织数据相关的元数据。更多信息请参阅“影响数据访问的因素”。 

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describeGlobalSample() {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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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GlobalResult describeGlobalResult = null; 
describeGlobalResult = binding.describeGlobal (); 
String[] types = describeGlobalResult.getTypes(); 
for (int i=0;i<types.length;i++) 

System.out.println(types[ i]);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Failed to return types, error message was: \n" + 
ex.getMessage ()); 

} 
} 

示例代码——C# 
public void DescribeGlobalSample () 
{ 

try 
{ 

// Invoke describeGlobal() call and save results in 
DescribeGlobalResult object DescribeGlobalResult dgr = 
binding.describeGlobal (); 

// Iterate through the results 
foreach (string type in dgr.types) 
{ 

Console .WriteLine (type); 
} 

} 
catch (Exception e) 
{ 

Console.WriteLine(&quot;Failed to return types, error message was: 
&quot;); Console.WriteLine (e.Message); 

Console .WriteLine (e . StackTrace); 
Console .WriteLine (e . InnerException); 

} 
} 

参数 

无 

响应 

describeGlobalResult 

错误 

UnexpectedErrorFault 

describeGlobalResult  

describeGlobal()调用返回一个DescribeGlobalResult对象，该对象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描述 

encoding 字符串             只是如何编码组织的数据，比如UTF-8或ISO-8859-1 

maxBatchSize 整型 Creat()、update()或 delete()方法调用中允许的 大记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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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Layout() 

检索与指定对象类型的页面布局相关的元数据。 

语法 

DescribeLayoutResult = binding.describeLayout (string sObjectType, ID 
recordTypeID[] ); 

用法 

使用此调用来检索指定对象类型的布局信息（向用户呈现的数据）。此调用返回给定页面布局的元数据，比如详细的

页面布局、编辑页面布局以及记录类型映射。关于页面布局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Customizing Page Layouts”。 

一般来说，用户配置文件具有一个与每个对象相关联的布局。在企业版和完整版中，用户配置文件可以为每个对象提

供多个布局，每个布局都特定于一个给定的记录类型。如果合适，此调用将返回多个布局的元数据。 

如果为 recordTypeId 提供了一个空值，将返回该用户的所有布局，而不是每个指定的记录类型的布局。相同的布局

可能与用户配置文件的多个记录类型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只会返回一个布局。 

注意：此调用是一个高级 API 调用，通常仅供编写了自定义页面呈现代码来在专用设备（例如 PDA）上生成

输出的合作伙伴使用，并且在呈现页面输出之前需要检查对象的布局细节。 

使用以下过程来描述布局： 

1. 要显示现有记录的详细页面或者编辑页面，客户端应用程序首先从该记录获得 recordTypeId，然后通过

recordTypeMapping 找到与 recordTypeId 相关联的 layoutId，最后用此布局信息呈现页面。 
2. 要显示编辑页面的最初版本，客户端应用程序首先确定是否有多个的可用记录类型，如果是，则为用户提供一个选

择。选定一个记录类型之后，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该布局信息来呈现页面。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来自

RecordTypeMapping 的选择列表值来为 picklist 字段显示有效的选择列表值。 
3. 使用 DescribeLayoutResult，客户端程序能够访问布局的标签。 

以下限制适用于个人帐号记录类型： 

 在 7.0 及以下版本中，describeLayout()返回默认的企业帐号记录类型作为默认的记录类型，即使标签默认为个

人帐号记录类型。在 8.0 及以上版本中，始终返回标签默认设置。 

 在 7.0 及以下版本中，describeLayout()不会返回任何个人帐号记录类型。 

更多有关个人帐号记录类型的信息，请参阅“个人帐户记录类型”。

名称 类型 描述 

types 字符串数组 您组织的可用对象列表。可以遍历此列表来检索要传递给

describeSObjects()的对象字符串 



 

 477 

 

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describeLayoutSample (){ 
try { 

String objectToDescribe = "Account"; 
DescribeLayoutResult dlr = binding.describeLayout 
(objectToDescribe, null); System.out.println("There are " + 
dlr.getLayouts().length +" layouts for the " + objectToDescribe 
+ " object.");  
for (int i=0;i<dlr.getLayouts() .length;i++){ 
DescribeLayout layout = dlr.getLayouts(i); 
System.out.println(" There are " + 

layout.getDetailLayoutSections().length + " detail layout sections"); 
for (int j=0;j<layout.getDetailLayoutSections 
() .length;j++) 
{ DescribeLayoutSection dls = 
layout.getDetailLayoutSections (j); 
System.out.println(j +" This section has a heading of 
" + dls.getHeading());  

if (layout.getEditLayoutSections() != null)  
{System.out.println("There are " + 
layout.getEditLayoutSections().length + " edit layout sections"); 

} 
 
for (int k=0;k<layout.getEditLayoutSections 
() .length;k++){ DescribeLayoutSection els = 
layout.getEditLayoutSections (k); System.out.println(k 
+" This section has a heading of " + els.getHeading()); 
System.out.println("This section has " + 

els.getLayoutRows().length + " layout rows."); 
for (int l=0;l<els.getLayoutRows() .length;l++){ 

DescribeLayoutRow lr = els . getLayoutRows (l); 
System.out.println(" This row has " + lr.getNumItems() + " 

items.");  
for (int h=0;h<lr.getLayoutItems() .length;h++){ 

DescribeLayoutItem li = lr.getLayoutItems(h); 
if (li.getLayoutComponents() != null) { 

System.out.println(" " + h + 
" " + li.getLayoutComponents (0) .getValue()); 

} 
} 

} 
} 

} 
} 
if (dlr.getRecordTypeMappings() != null) 

System.out.println("There are " +dlr.getRecordTypeMappings () .length  
+ " record type mappings for the " + objectToDescribe + " object"); 

else 
System.out.println("There are no record type mappings 
for the " + objectToDescribe + " object."); 

} catch (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An exceptions was caught: " + e.getMessage()); 

}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describeLayoutSample () 
{ 

try 
{ 

Console.Write("Enter the name of an object to describe the layout of: 
"); string objectToDescribe = Console.ReadLine(); 
sforce.DescribeLayoutResult dlr = 
binding.describeLayout(objectToDescribe); Console.WriteLine("There are " 
+ dlr.layouts.Length + " layouts for the " + objectToDescribe + " 
object."); 

for (int i=0;i<dlr.layouts.Length;i++) 
{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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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e.WriteLine("There are " + layout.detailLayoutSections.Length +" detail 
layout sections"); 

for (int j=0;j<layout.detailLayoutSections.Length;j++) 
{ 

sforce.DescribeLayoutSection dls = 
layout.detailLayoutSections[ j] ; Console.WriteLine(j + "This 
section has a heading of " +dls.heading); 

} 
if (layout.editLayoutSections != null) 
{ 

Console.WriteLine("There are " + layout.editLayoutSections.Length+ " edit 
layout sections"); 

for (int j=0;j<layout.editLayoutSections.Length;j++) 
{ 

sforce.DescribeLayoutSection els= layout.editLayoutSections[j];  
Console.WriteLine(j + " This section has a heading of " + 
els.heading); 

Console.WriteLine("This section has " + els.layoutRows.Length +" layout rows."); 
for (int k=0;k<els.layoutRows.Length;k++) 
{ 

sforce.DescribeLayoutRow lr = els.layoutRows[ k] ; 
Console.WriteLine("This row has " + lr.numItems +" items."); 
for (int h=0;h<lr.layoutItems.Length;h++) 
{ 
sforce.DescribeLayoutItem li = lr.layoutItems[ h] ; 
if (li.layoutComponents != null) 

Console.WriteLine(" " + h + " " +li.layoutComponents[ 0] .value); 
} 

} 
} 

} 
} 
if (dlr.recordTypeMappings != null) 

Console.WriteLine("There are " + dlr.recordTypeMappings.Length +" record type 
mappings for the " +     

objectToDescribe + " object"); 
else 

Console.WriteLine("There are no record type mappings for the " 
+objectToDescribe + " object."); 

} 
catch (Exception e) 
{ 

Console.WriteLine("An exception was caught: " + e.Message); 
} 

} 

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sObjectType 字符串 指定的值必须是您组织的有效对象。要查看完整对象列表，

参见标准对象。如果对象是一个个人帐户，则指定

Account，或者如果它是一个个人联系信息，则指定

Contact
recordTypeId ID 数组 该可选参数将返回的布局数据限制为指定记录类型。 

为了检索主记录类型的布局，给 recordTypeId 指定值

012000000000000AAA，无论对象是何类型。这个值在

describeSObjectResult 的主记录类型的

recordTypeInfos 中返回。注意，一个 SOQL 查询会返

回一个空值，而不是 012000000000000A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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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DescribeLayoutResult 

错误 

InvalidSObj ect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DescribeLayoutResult 
describeLayout 调用返回一个 DescribeLayoutResult 对象，它包含关于传入的 sObjectType 的最高层的记录类型信息，以及从

记录类型到布局的映射。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遍历这个对象来检索出关于布局的详细元数据。 
 
名称 类型 描述 

layouts DescribeLayout 数组 与指定的 sObjectType 相关联的布局。一般来说，布

局和对象之间具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然而，某些情况

下，在某一指定的用户配置文件上下文中，一个对象将

会有多个布局 

recordTypeMappings RecordTypeMapping 数组 可供用户使用的记录类型映射。用户配置文件上的对象

可能会有多个记录类型。所有记录类型都会返回，而不

仅仅是返回可供调用用户使用的记录类型。这使客户端

应用程序显示适合于特定用户配置文件的布局。例如，

假设用户 A 拥有一个记录，并且这个记录具有记录类型

X 集合。如果用户 B 试图查看此记录，则客户端应用程

序可以使用此记录类型的与用户 B 配置文件相关联的布

局来显示此记录（即使该记录类型对该用户不可用） 

recordTypeSelectorRequired 布尔型 如果此值为 true，则需要一个记录类型选择页面，

如果此值为 false，则使用默认的记录类型 

 

DescribeLayout 

代表指定 sObjectType 的特定布局。每个 DescribeLayout 根据其唯一布局 ID 来引用并包含两种类型的视图（在这个对象中表

示为 DescribeLayoutSection 的数组）： 

 详细视图—对象的只读显示。在详细布局中，某些信息片段（如地址细节）可能被汇总到一个单独的 DescribeLayoutItem
中。 

 编辑视图—对象的可编辑显示。在编辑布局中，各个信息片段（如地址）将被分成不同的字段。 

一个单独的 DescribeLayout 包含下列字段： 

名称 类型 描述 
  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参阅“ID 字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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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buttonSection DescribeButtonSection 数组 与指定布局相关联的标准和自定义按钮 

detailLayoutSections DescribeLayoutSection 数组 详细视图的布局部分 

editLayoutSections DescribeLayoutSection 数组 编辑视图的布局部分 

id ID 布局的唯一 ID。要了解 ID 的信息，参阅“ID 字段类型” 

relatedLists RelatedList 数组 与指定布局相关联的列表 
 

DescribeButtonSection 

代表一个 DescribeLayout 中的一个标准或自定义按钮。  
名称 类型 描述 
isCustom 布尔型 指示这是（true）否（false）是一个自定义按钮 

button 字符串 按钮的名称 

label 字符串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按钮上显示的标志 
 

DescribeLayoutSection 
代表 DescribeLayout 的一部分，包含一到多个列和一到多个行（DescribeLayoutRow 数组）。 
 
名称 类型 描述 

columns 整型 DescribeLayoutSection 中的列数 

heading 字符串 该 DescribeLayoutSection 的标题文字（标志） 

layoutRows DescribeLayoutRow 数组 一到多个 DescribeLayoutRow 对象的数组 

rows 整型 DescribeLayoutSection 中的行数 

useCollapsibleSection 布尔型 指示这个 DescribeLayoutSection 是（true）否（false）

是一个可折叠的部分，也称为“扭曲” 

useHeading 布尔型 指示是（true）否（false）要使用标题 
 

DescribeLayoutRow 
代表 DescribeLayoutSection 中的一行。一个 DescribeLayoutRow 由一或多个 DescribeLayoutItem 对象组成。对于每个

DescribeLayoutRow，一个 DescribeLayoutItem 表示一个特定字段或一个“空”DescribeLayoutItem （一个不包含

DescribeLayoutComponent 对象的 DescribeLayoutItem）。当给定 DescribeLayoutRow 是稀疏的（例如，右列比左列含有更多

字段）时，可以返回一个空 DescribeLayoutItem。对于布局中存在间隔的地方，一个空 DescribeLayoutItem 作为一个占位符返

回。 



 

 481

 
 

DescribeLayoutItem 

代表 DescribeLayoutRow 中的一个单独项。DescribeLayoutItem 包含一套组件（DescribeLayoutComponent），其中每一项是

字段或分隔符。对于布局中的大部分字段，每个布局项只有一个组件。然而，在只显示的视图中，DescribeLayoutItem 可能是

多个单独字段的一个组合（例如，一个地址可以由街道、城市、州、国家和邮政编码数据组成）。在相应的编辑视图中，每一

个地址字段的组件将被分成单独的 DescribeLayoutItems。 

 
名称 类型 描述 
editable 布尔型 指示 DescribeLayoutItem 是（true）否（false）可以被编辑 

label 字符串 DescribeLayoutItem 的标志文本 

layoutComponents DescribeLayoutComponent
数组 此 DescribeLayoutItem 的 DescribeLayoutComponent 

placeholder 布尔型 指示此 DescribeLayoutItem 是（true）否（false）是一个占位

符。如果此值为 true，那么该 DescribeLayoutItem 为空 

required 布尔型 指示 DescribeLayoutItem 是（true）否（false）是必需的。了解

这个值非常有用，例如，你可以使用一种反差较大的颜色（比如红

色）来呈现必需字段时  

DescribeLayoutComponent 

代表布局中的 小单元——一个字段或分隔符。要引用一个字段来显示，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以下表示法来引用

describeSObjects()调用中的某个字段：LayoutComponent.fieldName。 
 
名称 类型 描述 
displayLines 整型 为一个字段显示的垂直线数目。适用于文本区域和多选列表字段 

tabOrder 整型 指示行中的项的标签顺序 

type LayoutComponentType 此 LayoutComponent 的 LayoutComponentType 

value 字符串 此 LayoutComponent 的值。如果该 LayoutComponentType 的值

是 Field，则为字段名称 

名称 类型 描述 
layoutItems DescribeLayoutItem 数组 表示一个自定字段或一个空 LayoutItem（不包含 DescribeLayoutComponent

对象的 LayoutItem） 

numItems 整型 layoutItems 的数量。此信息是冗余的，但是，由于流行的 SOAP 工具

包中存在一个 bug，所以必须使用此信息来避免序列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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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ComponentType 

代表一个 DescribeLayoutComponent 的类型 。包含以下值之一： 

 EmptySpace——页面布局上的一个空白区。 
 Field——字段名。describeSObjectResult 上的一个 name 字段映射。 
 SControl——保留供将来使用。 
 Separator——分隔符，如分号（;）或斜杠（/） 。 

RecordTypeMapping 

代表一个 DescribeLayoutResult 对象的 recordTypeMappings 字段中的一个记录类型映射。这个对象是一个从有效

recordTypeId 到 layoutId 的映射。要显示一个详细视图，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此映射来确定哪个布局与记录上的记录类型

相关联。要显示一个编辑视图，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此映射来确定使用哪个布局（可能允许用户在多个记录类型之间选择）；

它也将确定一组可用的下拉列表值。 

 
名称 类型 描述 
available 布尔型 指示这个记录类型是（true）否（false）可

用。可用性用于在用户创建一个新纪录时为他

们显示可用的记录类型列表 

defaultRecordTypeMapping 布尔型 指示这是（true）否（false）是默认的记录

类型映射 

layout Id ID 与此记录类型相关联的布局 ID 

name 字符串 此记录类型的名称 

picklistsForRecordType PicklistForRecordType 数组 映射到 recordTypeId 的记录类型下拉列表 

recordTypeId ID 此记录类型的 ID 
 

注意：以前在这一结果中的一些字段已转移到 RecordTypeInfo。 

 

PicklistForRecordType 

代表在一个 RecordTypeMapping 中的一个记录类型下拉列表。pickListName 与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的字段数组中的每

个字段名称的属性匹配。picklistValues 是 recordType 可接受的一组值。 

名称 类型 描述 
picklistName 

 
字符串 下拉列表的名称 

picklistValues PicklistEntry 数组 与 RecordTypeMapping 中的 recordTypeId 相关联的下

拉列表值集合。 

注意：如果您检索 picklistValues，则 validFor 值

为空。如果您需要 validFor 值，从 PicklistEntry 对象获

得，该对象来自与 describeSObjectResult 相关联的

Field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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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List 
代表 DescribeLayoutResult 中的一个相关的列表。 

 
名称 类型 描述 
columns RelatedListColumn 数组 与此相关列表相关联的列。 

您可以将此值与 Field 配对，以获得一些有用的任务，包

括： 

 确定字段是否是一个名称字段，以表示到详细视图的一

个链接 
 确定字段是否可排序，（以允许用户将其包含在 ORDER 

BY 子句中来根据给定列排序行）。 
确定字段是否是一个货币字段，以包括货币符号或编

custom 布尔型 如果此值为 true，则此相关列表是自定义的 

field 字符串 相关（相关联）对象上的字段名称，用于与相关联的对象建

立关系。例如，对于 Account 上的 Contact 相关列表，其值

是 AccountId 
label 字符串 相关列表的标志，显示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 

limitRows 整型 要显示的行数 

name 字符串 SObjectResult 中 sObjectType 的 ChildRelationship 名

称，作为参数提供给 DescribeLayout 

object 字符串 sObjectType 的名称，是此相关列表中的行类型 

sort RelatedListSort 数组 如果此值非空，则为应该用于对相关对象排序的列 
 

RelatedListColumn 

代表 DescribeLayoutResult 返回的相关列表中的一个字段。 

名称 类型 描述 
field 字符串 字段的 API 名称。该值始终具有 object_type. field_name

的形式。例如，如果 name 是

Contact.Account.Owner.Alias，则该值为 User.Alias 

 
format 
 

 
字符串 

以日期或日期时间格式显示 

label 字符串 字段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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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describeSample() 
{ 
try { 

 

RelatedListSort 
代表相关列表中对象的排序首选项。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数组中只有一个 RelatedListSort，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标准相关列表，可能有多个 RelatedListSort。如果

有多个 RelatedListSort，那么 RelatedListSort 根据它们应该包含在相应的 SOQL 查询中的方式来排序，例如： 

ORDER BY relatedListSort[ 0] .getColumn() DIRECTION, relatedListSort[ 1] .getColumn() 
DIRECTION 

describeSObject() 

描述指定对象的元数据（字段列表和对象属性）。 

注意：describeSObjects()已取代 describeSObject() 。使用 describeSObjects()代替 

describeSObject()。 

语法 

describeSObjectResult = binding.describeSObject (string sObjectType); 

用法 

使用 describeSObject()获取给定对象的元数据。你可以首先调用 describeGlobal()来为您的组织检索所有对象的列

表，然后在该列表上迭代，使用 describeSObject()获取各个对象的元数据。 

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使用足够的访问权限登录，才能检索关于您组织的数据的元数据。更多信息请参阅“影响数据访问的

因素”。 

示例代码 —Java 
 
 
 

名称 类型 描述 
name 字符串 与关系列表的主要 sObject 相关的字段的 SOQL 字段语法。这个值可

能是一个表达式，使用 SOQL 关系查询点表示法，也可使用

toLabel()或 convertCurrency()格式。 

例如，如果相关列表 sObj ectType 是 Case，那么该值可能是

Owner.Alias，也可能是 toLabel(Case.Status) 

名称 类型 描述 
column 字符串 字段名称，用于排序有相关对象 

ascending 布尔型 如果此值为 true，则排序顺序为升序。如果为 false ，则为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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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oke describeSObject and save results in DescribeSObjectResult 
DescribeSObjectResult describeSObjectResult = binding.describeSObject ("Account"); 

//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scribeSObject call succeeded. 
if (! (describeSObjectResult == null)) { 

                   // Retrieve fields from the results 
Field[] fields = describeSObjectResult.getFields (); 
// Get the name of the object 
String objectName = describeSObjectResult.getName (); 
// Get some flags 
boolean isActivateable = describeSObjectResult.isActivateable (); 
// Many other values are 

accessible  
if (! (fields == null)) { 
// Iterate through the fields to get properties for each field 
for (int i = 0; i < fields.length; i++) 
{  

Field field = fields[ i]; 
int byteLength = field.getByteLength(); 
int digits = field.getDigits();  
String label = field.getLabel();  
int length = field.getLength();  
String name = field.getName();  
PicklistEntry[ ] picklistValues = 

field.getPicklistValues (); 
int precision = field.getPrecision(); 
String[] referenceTos = field.getReferenceTo(); 
int scale = field.getScale();  
FieldType fieldType = 

field.getType(); 
boolean fieldIsCreateable = field.isCreateable(); 
//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are picklist values 
if (picklistValues != null) {  
System.out.println("Picklist values = 

"); 
for (int j = 0; j < picklistValues.length; j++) { 
if (picklistValues[ j] .getLabel() != null) { 

System.out.println(" Item: " + picklistValues[ j] .getLabel()); 
} 

} 
} 
// Determine whether this field refers to another object 
if (referenceTos != null) { 
System.out.println("Field references the following objects:"); 
for (int j = 0; j < referenceTos.length; j++) { 

System.out.println(" " + referenceTos[ j] ); 
} 

} 
} 

}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Failed to get Account description, error message was: 

\n" + ex.getMessage ()); 
}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sObjectDescribe() 
{ 
//Invoke describeSObject and save results in 
DescribeSObjectResult DescribeSObjectResult dsr = 
binding.describeSObject ("Account"); 

//Get value that indicates whether we can create a 
record 

bool canCreate = dsr.createable; 

//Get a field and save its name 
String fldName = 
dsr.fields[ 0]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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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响应

describeSObjectResult 

错误 

InvalidSObject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describeSObjectResult 
describeSObject()调用返回一个 DescribeSObjectResult 对象。 

注意： describeSObjects()已取代 describeSObject()。使用 describeSObjects()代替 

describeSObject()。 

describeSObjects() 

describeSObject()的一个基于数组的版本；描述指定的对象或对象数组的元数据（字段列表和对象属性）。 

注意：使用此调用代替 describeSObject()。 

语法 

describeSObjectResult [] = binding.describeSObjects (string sObjectType[] ); 

用法 

使用 describeSObjects()获取给定对象或对象数组的元数据。你可以首先调用 describeGlobal()来检索您组织的所有

对象的列表，然后对该列表进行迭代，使用 describeSObjects()获取各个对象的元数据。describeSObjects()调用限

制为 多返回 100 个对象。 

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使用足够的访问权限登录，才能检索关于您组织的数据的元数据。更多信息请参阅“影响数据访问的因

素”。 

在已启用个人帐户的组织里，如果配置文件无权访问任何业务帐户记录类型，此调用会将 Accounts 显示为不可创建。 

名称 类型 描述 
sObjectType 字符串 对象。指定的值必须是您组织里的有效对象。欲了解完整的对象列

表，请参阅“标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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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describeSObjectsSample () { 

try { 
DescribeSObjectResult[ ] describeSObjectResults = 
binding.describeSObjects (new String[] {"account", "contact", "lead"}); 

for (int x=0;x<describeSObjectResults .length;x++) 
{ 
DescribeSObjectResult describeSObjectResult = describeSObjectResults[ x] ; 
// Retrieve fields from the results 
Field[] fields = describeSObjectResult.getFields (); 
// Get the name of the object 
String objectName = describeSObjectResult.getName (); 
// Get some flags 
boolean isActivateable = describeSObjectResult.isActivateable 
(); System.out.println("Object name: " + objectName); 
// Many other values are 

accessible  
if (fields != null) 
{ 

// Iterate through the fields to get properties for each field 
for (int i = 0; i < fields.length; 

i++) { 
Field field = fields[ i]; 
int byteLength = field.getByteLength(); 
int digits = field.getDigits();  
String label = field.getLabel();  
int length = field.getLength();  
String name = field.getName();  
PicklistEntry[ ] picklistValues = 

field.getPicklistValues (); 
int precision = field.getPrecision(); 
String[] referenceTos = field.getReferenceTo(); 
int scale = field.getScale();  
FieldType fieldType = 

field.getType(); 
boolean fieldIsCreateable = field.isCreateable(); 
System.out.println("Field name: " + name); 
//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are picklist values 
if (picklistValues != null && picklistValues[ 0] != null) 
{ 
System.out.println("Picklist values = "); 
for (int j = 0; j < picklistValues.length; j++) 
{ 
if (picklistValues[ j] .getLabel() != null) 
{ 
System.out.println(" Item: " + 
picklistValues[ j] .getLabel()
); 

} 
} 

} 
// Determine whether this field refers to another object 
if (referenceTos != null && referenceTos[ 0] != null) 
{ 
System.out.println("Field references the following objects:"); 
for (int j = 0; j < referenceTos.length; j++) 
{ 
System.out.println(" " + referenceTos[ j] ); 

} 
} 

} 
}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Failed to get object descriptions, error message was: 

\n" + ex.getMessag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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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describeSObjectsSample () 
{ 

sforce.DescribeSObjectResult[ ] describeSObjectResults = 
binding.describeSObjects (new string[] {"account", "contact", "lead"}); 

for (int 
x=0;x<describeSObjectResults .Length;x++) { 

sforce.DescribeSObjectResult describeSObjectResult =describeSObjectResults[ x]; 
// Retrieve fields from the results 
sforce.Field[ ] fields = describeSObjectResult.fields; 
// Get the name of the object 
String objectName = describeSObjectResult.name; 
// Get some flags 
bool isActivateable = describeSObjectResult .activateable; 
// Many other values are 

accessible  
if (fields != null) 
{ 

// Iterate through the fields to get properties for each field 
for (int i = 0; i < fields.Length; 

i++) { 
sforce.Field field = fields[ i];  
int byteLength = 

field.byteLength; 
int digits = field.digits; string label = field.label;  
int length = field.length;  
string name = field.name;  
sforce.PicklistEntry[ ] picklistValues = 

field.picklistValues; 
int precision = field.precision; 
string[] referenceTos = field.referenceTo; 
int scale = field.scale;  
sforce.fieldType fieldType = 

field.type; 
bool fieldIsCreateable = field.createable; 
//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are picklist values 
if (picklistValues != null && picklistValues[ 0] != null) 
{ 

Console.WriteLine("Picklist values = "); 
for (int j = 0; j < picklistValues.Length; j++) 
{ 

if (picklistValues[ j] .label != null) 
{ 

Console.WriteLine(" Item: " + picklistValues[ j] .label); 
} 

} 
} 
// Determine whether this field refers to another object 
if (referenceTos != null && referenceTos[ 0] != null) 
{ 

Console.WriteLine("Field references the following objects:"); 
for (int j = 0; j < referenceTos.Length; j++) 
{ 

Console.WriteLine(" " + referenceTos[ j] ); 
} 

} 
} 

} 
} 

} 

参数 

describeSObjects()调用接受一个 sObjects 数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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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describeSObjectResult 

错误 

InvalidSObj ect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describeSObjectResult 
describeSObjects()调用返回一个 describeSObjectResult 对象数组。每个对象具有下列属性： 
 
名称 类型 描述 

activateable 布尔型 保留供将来使用 

childRelationships ChildRelationship 数组 一个子关系数组，是具有被描述的 sObject 的外键的 sObject 名称

createable 布尔型 指示对象是（true）否（false）可以通过 create()调用来创

建 

custom 布尔型 指示对象是（true）否（false）是一个自定义对象 

deletable 布尔型 指示是（true）否（false）可以通过 delete()调用来删除对

象 

deprecated 布尔型 保留供将来使用 

fields 字段数组 与对象相关联的字段数组。从此列表检索信息的机制因不同的开发

工具而不同 

keyPrefix 字符串 对象 ID 中的 3 字符前缀代码。对象 ID 由开头 3 个字符编码来指

定对象类型。例如，Account 对象有一个前缀 001 和 Opportunity
对象有一个前缀 006。 

使用这个字段的值来确定当子对象可以有多个对象类型（多态

性）时的父对象类型 。例如，您可能需要获得 Task 或 Event 的
父对象的 keyPrefix 值 

label 字符串 如果适用，则为在用户界面中重命名的标签或字段的标志文本；

如果不适用，则为对象名称。例如，一个代表医疗行业的组织可

能将 Account 重命名为 Patient。标签和字段可以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重命名。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以获取更多信息 

labelPlural 字符串 对象的标志文字，代表对象名称的复数版本，例如，“Accounts”

名称 类型 描述 
sObjectType 字符串 对象。指定的值必须是您组织的有效对象。完整的对象列表请参阅 

“标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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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layoutable 布尔型 指示对象是（true） 否（false）支持 describeLayout()调用

mergeable 布尔型 指示对象是（true）否（false）可以与同一类型的其他对象合并。

对于销售线索、联系方式和帐户为 true 

name 字符串 对象的名称。这是作为 sObjectType 参数传入的字符串 

queryable 布尔型 指示对象是（true）否（false）可以通过 query()调用查询 

recordTypeInfos RecordTypeInfo 数组 此对象支持的一个记录类型数组。用户不必在这里访问所有的返回

记录类型以查看它们 

replicateable 布尔型 指示对象是（true）否（false）可以通过 getUpdated()和 

getDeleted()调用复制 

retrieveable 布尔型 指示对象是（true）否（false）可以通过 retrieve()调用检索

searchable 布尔型 指示对象是（true）否（false）可以通过 search()调用搜索 

undeletable 布尔型 指示对象是（true）否（false）可以使用 undelete()调用恢复

updateable 布尔型 指示对象是（true）否（false）可以通过 update()调用更新 

urlDetail 字符串 此对象的只读细节页面的 URL。与 urlEdit 相对，urlEdit 是可

读写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此 URL 重定向到或访问标准和自

定义对象的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为提供灵活性并允许在未来进行增

强，返回的 URL 值是动态的。为了确保客户端应用程序向前兼容，

建议尽可能使用此功能。注意，如果对象没有稳定的 URL，返回的该

字段为空 

urlEdit 字符串 此对象的编辑页面的 URL。例如，Account 对象的 urlEdit 字段返

回 https://na1.salesforce.com / /{ID}/e。将{ID}字段

替换为当前对象的 ID 将返回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特定帐户的

编辑页面。与 urlDetail 相对，urlDetail 是只读的。客户端应

用 程序可以使用此 URL 重定向到或访问标准和自定义对象的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为提供灵活性并允许在未来进一步增强，

返回的 urlDetail 值是动态的。为了确保客户端应用程序向前兼

容，建议尽可能使用此功能。注意，如果对象没有稳定的 URL，返回

的该字段为空 

urlNew 字符串 此对象的新的/创建网页的 URL。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使用这个 URL

重定向到或访问标准和自定义对象的 Salesforce 的用户界面。为

提供灵活性并允许在未来进一步增强，返回的 urlNew 值是动态的。

为了确保客户端应用程序向前兼容，建议尽可能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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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注意，如果对象没有稳定的 URL，返回的该字段为空 
 

注意：具有布尔值的属性表示特定 API 调用是否可用于一个对象。然而，其他因素（如缺少对用户配置文件的相关权限）也会 
影响到这种操作是否可以在对象上执行。 

 
ChildRelationship 

sObject 的名称，具有指向被描述的 sObject 的外键。 

 
名称 类型  描述 
cascadeDelete 布尔型 指示当父对象被删除时子对象是（true）否（false）被删除 

childSObject 字符串 具有指向父 sObject 的外键的对象名称 

deprecated 布尔型 保留供将来使用 

field 字符串 具有指向父 sObject 的外键的字段名称 

relationshipName 字符串 关系名称，通常是 childSObject 中的值的复数形式 

字段 

在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fields 属性包含一个 Field 对象数组。每个字段代表一个 API 对象中的一个字段。该数

组只包含用户根据其字段级安全设置中的定义可以查看的字段。 
 
名称 类型  描述 
autonumber 布尔型 指示该字段是（true）否（false）是一个自动编号字段。类似于 SQL 

IDENTITY 类型，自动编号字段是只读的、不可创建的文本字段，其 大长度

为 30 个字符。自动编号字段是只读字段，用来提供一个与内部对象 ID（如购

买订单编号或发表编号）独立的唯一 ID。自动编号字段完全在 Salesforce 用户

界面中配置。API 提供了访问此属性的权限，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判断某一字

段是否是一个自动编号字段
byteLength 整型 适用于变长字段（包括二进制字段），表示 大字段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calculated 布尔型 指示字段是（true）否（false）是一个自定义的公式字段。注意，自定义

公式字段总是只读的 

caseSensitive 布尔型 指示字段是（true）否（false）区分大小写 

controllerName 字符串 控制下拉列表值的字段名称。它仅适用于 type 为 picklist 或

multipicklist，并且 dependentPicklist 为真的情况。请参阅“关于依赖下

拉列表”。控制字段到依赖字段的映射储存在该下拉列表的每个

PicklistEntry 的 validFor 属性中。参阅 valid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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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eable  
布尔型 指示该字段是（true）否（false）可以创建。如果此值为 true，

那么这个字段值可以在 create()调用中设置 

custom 
布尔型 

指示该字段是（true）否（false）是一个自定义字段 

defaultedOnCreate 布尔型 指示此字段在创建时是（true）否（false）是默认的。如果此值为

true，那么 Salesforce 会隐式地在对象被创建时为该字段指定一

个值，即使该字段的值未传入 create()调用。例如，在 Opportunity
对象，Probability 字段具有此属性，因为它的值来自 Stage 字

段。同样，Owner 在大多数对象上也具有此属性，因为它的值来自当

前用户（如果 Owner 字段未指定） 

defaultValueFormula  
字符串 如果未使用公式，此值为该字段的默认值。如果未指定值，这个字段

不返回 

dependentPicklist  
布尔型 指示一个下拉列表是（true）否（false）是一个依赖下拉列表，依

赖下拉列表的可用值取决于从控制字段中选择的值。请参阅“依赖下

拉列表” 

digits  
整型 类型为整型的字段。位数的 大值。如果一个整数值超过此位数，API

会返回一个错误 

filterable 
布尔型 指示字段是（true）否（false）可过滤。如果此值为 true，那么

此字段可以在 query()调用中的查询字符串的 WHERE 子句中指定 

formula  
字符串 为此字段指定的公式。如果没有为此字段指定公式，则不返回此值 

htmlFormatted 
布尔型 指示一个字段（如超链接自定义公式字段）是（true）否（false）

已格式化为 HTML 和应进行编码以便以 HTML 形式显示。也指示一个

字段是否是一个具有 IMAGE 文本功能的自定义公式字段 

idLookup  
布尔型 指示该字段是（true）否（false）可用于在 upsert()调用中指定

一条记录 
inlineHelpText  

字符串 在此字段的字段级帮助悬停文本中显示的文本。 

注意：此属性不会返回，除非对象上至少有一个字段包含

值。当至少一个字段具有字段级帮助时，对象上的所有字段

会列出属性的字段级帮助值，或者对字段级帮助为空白的字

段，会列出空值 

label  
字符串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的字段旁显示的文字标志。此标志可被本地化 

length 
整型 对于字符串字段，字段的 大 Unicode 字符数（而不是字节数）。 

name 
字符串 

在 API 调用中使用的字段名称，如 create()、delete()和 

query()。 

nameField  

布尔型 
指示这个字段是（true）否（false）是一个名称字段。用于识别标

准对象和自定义对象的名称字段（如 Account 对象的

AccountName）。除了 FirstName 和 LastName 字段以外（如在

Contact 对象中），每个对象仅限于一个名称字段 



 

493    

 
名称 类型 描述 

  如果是一个复合的名称，例如一个个人帐户上的 Name 字段，那么该记录的

nameField 会设置为 true。如果没有复合的名称，该字段的 FirstName 和

LastName 设置为 true 

namePointing 
布尔型 指示字段值是（true）否（false）是该对象的父对象的 Name。该值用于可能具

有多种类型的父对象的对象，例如一个任务可能有一个帐户或一个联系方式作为父

对象 

nillable 
布尔型 指示该字段是（true）否（false）是可拒绝的。可拒绝字段可以有空内容。非可

拒绝字段必须有一个值以便让对象创建或保存 

picklistValues PicklistEntry 

数组 

为下拉列表提供有效值列表。仅在 restrictedPicklist 为 true

时指定 

precision 
整型 适用于双精度类型的字段。表示能够存储的 大位数，包括小数点左侧和右侧

的所有数字（但不包括小数点） 

relationshipName 字符串 关系名称 

referenceTo 
字符串数组 适用于引用其他对象的字段，此数组表示引用对象的类型 

restrictedPickli
st 

布尔型 指示该字段是（true）否（false）是一个受限制的下拉列表 

scale 
整型 适用于双精度类型的字段，表示小数点右侧的位数。API 会静默地截断小数点右侧

所有多余的数字，但如果小数点左边的位数太多，API 会返回一个错误响应 

soapType SOAPType 参阅“SOAPType”，查看允许值的列表 

sortable 布尔型 指示一个查询是（true）否（false）可以对此字段排序 

type FieldType 参阅“FieldType”，查看允许值的列表 

unique 布尔型 指示该值是（true）否（false）必须唯一 

updateable 
布尔型 指示字段是（true）否（false）可以更新。如果此值为 true，那么可以在一个

update()调用中设置此值 
 

FieldType 
在与 describeSObjectResult 相关联的 Field 对象中，type 字段可以包含以下字符串之一。欲了解字段类型的更多信息，参阅

“字段类型”。 
 
type 字段类型 字段对象的内容 

string 字符串值 

boolean 布尔值（true/false） 

int 整数值 

double 双精度值 

date 日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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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字段类型 字段对象的内容 

datetime 日期和时间值 
base64 Base64 编码的任意二进制数据（base64Binary 类型） 。用于 Attachment、

Document 和 Scontrol 对象 

ID 对象的主键字段。要了解 ID 的信息，参阅“ID 字段类型” 

reference 对不同的对象的交叉引用。类似于 SQL 中的外键字段 

currency          货币值 

textarea 显示为多行文本字段的字符串 

percent 百分比值 

phone 
电话号码。该值可以包含字母字符。客户端应用程序负责格式化电话号码 

url URL 值。客户端应用程序通常应将这些值显示为超链接 

email 电子邮件地址 

combobox 
组合框 ，提供一组枚举值，允许用户指定列表中没有的值 

picklist 
单选下拉列表 ，提供一组枚举值，只能从中选择一个值 

multipicklist 
多选列表 ，提供一组枚举值，可以从中选择多个值 

anyType 
可以为任何类型的值：字符串、下拉列表、布尔值、整型、双精度值、百分比、

ID、日期、日期时间、url 或电子邮件 
 

SOAPType 

describeSObjectResult 返回 fields 属性，其中包含一个字段数组，数组的值提供与被描述对象有关的信息。其中一个字段

soapType 包含以下字符串值之一。所有在前面加上 xsd 的值都是 XML 模式基本数据类型。关于 XML 模式基本数据类型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万维网联盟发布的 XML Schema Part 2: Data Types，网址为 http://www.w3.org/TR/xmlschema-2/。 
 
值 描述 

tns:ID 与一个 sObject 相关联的唯一 ID。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xsd:anyType 可以是 ID、布尔值、双精度值、整数、字符串、日期或日期时间 

xsd:base64Binary Base64 编码的二进制数据 

xsd:boolean 布尔值（true / false） 

xsd:date 日期值 

xsd:dateTime 日期时间值 

xsd:double 双精度值 

xsd:int 整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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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描述 

xsd: string 字符串 

PicklistEntry 

在与 describeSObjectResult 相关联的 Field 对象中，picklistValues 字段包含一个 PicklistEntry 属性数

组。每个 PicklistEntry 可以包含下列任何一个字符串值。更多信息请参阅“下拉列表字段类型”。 
 

名称 类型 描述 
active 布尔型 指示这个项是（true）否（false）必须显示在用户界面的下拉列表字段的

下拉列表中 

validFor 字节数组 一组位，每位指示一个控制值，PicklistEntry 对该控制值有效。请

参阅“关于依赖下拉列表” 

defaultValue 布尔型 指示这个项目是（true）否（false）是下拉列表中的默认项目。只能将下

拉列表中的一个项目指定为默认项目 

label 字符串 此项目在下拉列表中的显示名称 

value 字符串 此项目在下拉列表中的值 
 

关于依赖下拉列表 

依赖下拉列表与控制字段结合用于过滤其值。控制字段中选择的值会影响依赖下拉列表中的可用值。 

依赖下拉列表可以是任何自定义下拉列表或多选列表，根据在相应的控制字段中选择的值来显示值。控制字段可以

是任何标准或自定义的下拉列表（包含 1～200 个值）或复选框字段（它的值控制在一个或多个相应的依赖字段中

的可用值）。 

在下面的例子中，控制下拉列表“饮料”有两个值，这两个值关联到依赖下拉列表“饮料品种”中的值： 
 

饮料 饮料品种 

咖啡 无咖啡因 

 正常 

茶 甘菊 

 格雷伯爵 

 英式早餐 
 

对于表示依赖下拉列表中的一个值的每个 PicklistEntry，其 validFor 属性包含了一组位。每位指示 PicklistEntry

适用的一个控制字段值。从左至右阅读每位。 

关于依赖下拉列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Dependent Fields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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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下拉列表的 Java 示例代码 

public void dependentPicklistSample() throws Exception { 

// helper class to decode a "validFor" 
bitset class Bitset { 

byte[] data; 

public Bitset (byte[ ] data) { 
this.data = data == null ? new byte[0] : data; 

} 

public boolean testBit(int n) { 
return (data[ n >> 3] & (0x80 >> n % 8)) != 0; 

} 

public int size() { 
return data.length * 8; 

} 
} 

DescribeSObjectResult describeSObjectResult = binding.describeSObject("Case");  

Field[] fields = describeSObjectResult.getFields (); 
// create a map of all fields for later lookup 
Map fieldMap = new HashMap(); 
for (int i = 0; i < fields.length; i++) { 

fieldMap.put(fields[ i] .getName(), fields[ i]); 
} 
for (int i = 0; i < fields.length; i++) { 

// check whether this is a dependent picklist 
if (fields[ i] .getDependentPicklist()) { 

// get the controller by name 
Field controller = (Field) fieldMap.get (fields[ i] .getControllerName 
());  

System.out.println("Field '" + fields[i] .getLabel() + "' depends on '" 
+ controller.getLabel() + "'"); 

PicklistEntry[] picklistValues = 
fields[i] .getPicklistValues();  
for (int j = 0; j < picklistValues.length; j++) { 

// for each PicklistEntry: list all controlling values for which it is 
valid 

System.out.println("Item: '" + picklistValues[j] .getLabel() +"' is valid 
for: "); 
Bitset validFor = new 
Bitset(picklistValues[j] .getValidFor());  
if ("picklist".equals (controller.getType() .getValue())) { 

// if the controller is a picklist, list all 
// controlling values for which this entry is valid 
for (int k = 0; k < validFor.size(); k++) { 

if (validFor.testBit(k)) { 
// if bit k is set, this entry is valid for the controlling 

entry at index k  
System.out.println(controller.getPicklistValues()[ k] .getLabe

l()); 

} 
} 

} else if ("boolean".equals(controller.getType() .getValue())) { 
// the controller is a checkbox 
// if bit 1 is set this entry is valid if the controller is 

checked 
if (validFor.testBit(1)) { 

System.out.println(" checked"); 
// if bit 0 is set this entry is valid if the controller is not 
checked 

if (validFor.testBit(0)) { 
System.out.println(" unche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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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TypeInfo 
旧的 RecordTypeMapping 对象的基类。此对象包含 RecordTypeMapping 的所有现有字段，layoutId 和 picklistForRecordType
除外。 
 
名称 类型 描述 
available 布尔型 指示这个记录类型是（true）否（false）可用。可用性用于在用

户创建新记录时向他们显示一个可用记录类型列表 

defaultRecordTypeMapping 布尔型 指示这是（true）否（false）为默认的记录类型映射 

name 字符串 这个记录类型的名称 

recordTypeId ID  这个记录类型的 ID 
 

describeSoftphoneLayout() 

检索 Salesforce CRM 呼叫中心的软件电话的布局信息。 

语法 
DescribeSoftphoneLayoutResult[] = binding.describeSoftphoneLayout(); 

用法 

使用此调用获得一个软件电话的布局信息。只在 Salesforce CRM 呼叫中心上下文中使用；不要从客户端程序直接调用。 

参数 

此调用不接受任何对象。 

响应 
响应是一个 DescribeSoftphoneLayoutResult 对象： 
 
名称 类型 描述 

CallType 字符串 与每一个允许的调用类型相关联的一组属性。调用类型可以是 Inbound（入站）、

Oubound（出站）或 Internal（内部） 

id ID 布局的 ID。注意，布局对象未通过 API 公开 

name 字符串 调用类型的名称：Inbound（入站）、Oubound（出站）或 Internal（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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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Type 
每个 describeSoftphoneLayoutResult 对象包含一个或多个调用类型： 
 
名称 类型 描述 

infoFields（可能

不只一个值） 

名称 软件电话布局中的一个信息字段的名称，不对应于一个 Salesforce 对象。例如，呼

叫者 ID 可能在一个信息字段中指定。信息字段持有关于该调用类型的静态信息 

Name 字符串 布局名称 

Sections 字符串 软件电话布局中的一组对象名称和相应的项名称，一节对应于调用类型中的的一

个对象 
 

Sections 
describeSoftphoneLayoutResult 对象中返回的每个调用类型包含与其对应的一个节。每一节都包含多个对象-项对： 

名称 类型 描述 

entityApiName 字符串 Salesforce 应用程序中的一个对象的名称，对应于软件电话布局中显示

的一个项，例如，一组帐户或案例 

itemApiName 字符串 
Salesforce 应用程序中一个记录的名称，对应于软件电话布局中显示的

一个项，例如，Acme 帐户 

describeTabs() 

describeTabs 调用返回关于可供登录用户使用的标准和自定义应用程序的信息。一个应用程序是一组标签，以一个单元的形式

提供应用程序功能。例如，“Sales”和“Service and Support”就是两个标准 Salesforce 应用程序。 

语法 

describeTabSetResult[]=binding.describeTabs(); 

用法 

使用 describeTabs()调用获取与登录用户有权访问的标准和自定义应用程序相关的信息。describeTabs 调用返回在另一个

用户界面中呈现应用程序所需的 少元数据。通常，此调用由合作伙伴应用程序用来在另一个用户界面中呈现 Salesforce 数

据。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用户有权访问在页面顶部的 Force.com 应用程序菜单中列出的标准应用程序（也可能有权访问自定

义应用程序）。任何时候在菜单中选择一个应用程序名称都可以在列出的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对于每个应用程序，该调用返回应用程序名称、徽标的 URL，它是否是用户当前选定的应用程序，以及关于该应用程序中包

含的标签的细节。 

对于每个标签，该调用返回标签名称、在标签上显示的主要 sObject、它是否是自定义标签，以及用来查看该标签的 URL。注

意，“All Tabs”标签绝不会包含在标签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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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describeTabSet () 
{ 

try { 
DescribeTabSetResult[ ] dtsrs = binding.describeTabs (); 
System.out.println("There are " + dtsrs.length + 

" tabsets defined."); 
for (int i=0;i<dtsrs.length;i++) { 
System.out.println("Tabset " + (i+1) + ":"); 
DescribeTabSetResult dtsr = dtsrs[ i]; 
String tabSetLabel = dtsr.getLabel(); 
String logoUrl = dtsr.getLogoUrl(); 
boolean isSelected = dtsr.isSelected(); 
DescribeTab[] tabs = dtsr.getTabs(); 
System.out.println("Label is " + tabSetLabel + " logo url is " + logoUrl + 

", there are " + tabs.length + " tabs defined in this set." + 
" This tab is selected: " + isSelected); 

for (int j=0;j<tabs.length;j++) { 
DescribeTab tab = tabs[ j]; 
String tabLabel = tab.getLabel(); 
String objectName = tab.getSobjectName(); 
String tabUrl = tab.getUrl(); 
System.out.println("\tTab " + j + 1 + ": \n\t\tLabel = " + 

tabLabel + "\n\t\tObject details on tab: " + objectName + "\n\t\t" + 
"Url to tab: " + tabUrl); 

}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nFailed to describe tabs, error message was: \n" 

+ ex.getMessage ()); 
}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describeTabsSample() 
{ 

sforce.DescribeTabSetResult[] dtsrs = binding.describeTabs(); 
Console.WriteLine("There are " + dtsrs.Length.ToString() + " tabsets defined."); 
for (int i=0;i<dtsrs.Length;i++) 
{ 

Console.WriteLine("Tabset " + (i + 1) .ToString() + 
":"); sforce.DescribeTabSetResult dtsr = dtsrs[ i] ; 
String tabSetLabel = dtsr.label; 
String logoUrl = dtsr.logoUrl; 
bool isSelected = dtsr.selected; 
DescribeTab[] tabs = dtsr.tabs; 
Console.WriteLine("Label is " + tabSetLabel + " logo url is " + logoUrl + ", 

there are " + tabs.Length.ToString() + " tabs defined in this set.");

for (int j=0;j<tabs.Length;j++) 
{ 

sforce.DescribeTab tab = tabs[ j] ; 
String tabLabel = tab.label; 
String objectName = tab.sobjectName; 
String tabUrl = tab.url; 
Console.WriteLine("\tTab " + (j + 1) .ToString() + ": \n\t\tLabel = " + 

tabLabel + "\n\t\tObject details on tab: " + objectName + 
"\n\t\t" + "Url to tab: " + tabUr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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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无 

响应 

describeTabSetResult、describeTab 

describeTabSetResult 
describeTabs()调用返回一个 DescribeTabSetResult 对象数组，它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描述 
label 字符串 此标准或自定义应用程序的显示标志。当标记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被重命名

时，此值会更改。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以获取更多信息 

logoUrl 字符串 与标准或自定义应用程序相关联的徽标的一个完全限定 URL 

namespace 字符串 
如果这是一个自定义应用程序，并且自定义应用程序中的一组标签已作为一个托管包的

一部分安装，此属性的值将为开发人员的名称空间前缀，该前缀是包的创建者在启用开

发人员版组织来允许发行托管包时选择的。该属性标识 Force.com AppExchange 包的

元素 

selected 布尔型 如果为 true，那么此标准或自定义应用程序是用户当前选定的应用程序 

tabs describeTab 一个为指定的标准或自定义应用程序显示的标签数组 
 

describeTab 
describeTabs()调用返回一个 describeTabSetResult 对象，其中 describeTab 是一个属性： 
 
名称 类型 描述 

custom 布尔型 如果这是一个自定义标签，则此值为 true；如果这是一个标准标签，则此值为 false 

iconUrl 字符串 标签的主要 32×32 像素图标的 URL。此图标显示在大多数页面顶部的标题旁边 

label 字符串 此标签的显示标志 

miniIconUrl 字符串 代表一个标签的 16×16 像素图标的 URL。该图标显示在相关列表中和其他位置 

sobjectName 字符串 初在此标签上显示的 sObject 名称（用于显示一个特定 SObject 的标签 ）。对象列表

请参阅“标准对象” 

url 字符串 一个用于查看此标签的完全限定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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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实用程序调用 

本章讲述 API 调用，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调用它们来获取系统时间戳、用户信息，以及修改用户密码。 

注意：一般 API 调用列表请参阅“核心调用”。描述调用列表请参阅“描述调用”。 

下表列举了本章所讲述的 API 实用程序调用： 

 
任务/调用 描述 

getServerTimestamp() 从 API 中检索当前系统的时间戳 

getUserInfo() 检索与当前会话相关联的用户的个人信息 

resetPassword() 将用户的密码更改为系统生成的值 

sendEmail() 即时发送一条电子邮件消息 

setPassword() 将指定用户密码设置为指定值 
 

getServerTimestamp() 

从 API 中检索当前系统时间戳（协调世界时（UTC）时区）。 

语法 

GetServerTimestampResult timestamp=binding.getServerTimestamp(); 

用法 

用 getServerTimestamp()从 API 检索当前系统的时间戳。例如，如果您需要使用准确的时间戳来进行计时或数据同步，就可

能使用该调用。当您 create()或者 update()一个对象时，API 使用系统时间戳在该对象中分别更新 CreatedDate 和

LastModifiedDate 字段。 

getServerTimestamp()调用始终返回协调世界时（UTC）时区中的时间戳。但是，您的本地系统可能根据您的时区设置，自

动使用您的本地时间来显示结果。 

注意：根据处理时间数据方式的不同，开发工具也不尽相同。一些开发工具报告本地时间，另一些开发工具只报告协

调世界时（UTC）时区。要确定您的开发工具如何处理时间值，请参阅其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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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Java 

public void getServerTimestampSample() { 

// Invoke the getServerTimestamp call and save the results 

try { 
Calendar serverTime = binding.getServerTimestamp().getTimestamp(); 

System.out.println("Server time is: " + serverTime.getTime() .toString());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getServerTimeStamp() 

{ 

//Invoke the getServerTimeStamp call and save the results 

GetServerTimestampResult ts = binding.getServerTimestamp(); 

// Write the server timestamp to the diagnostics window 

System.Diagnostics.Trace.WriteLine (ts .timestamp .ToUniversalTime); 

} 

参数 

无 

响应 

getServerTimestampResult 

错误 

UnexpectedErrorFault 

getServerTimestampResult 

getServerTimestamp()调用返回一个 GetServerTimestampResult 对象，该对象具有以下特性： 

名称      类型             描述 

timestamp 日期时间        当执行 getServerTimestamp()调用时 API 的系统时间戳 

getUserInfo() 

检索与当前会话相关联的用户的个人信息。 

语法 

getUserInfoResult result = binding.getUser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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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使用 getUserInfo()获取当前登录用户的个人信息。这个便利的 API 调用检索并集合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显示一般配置

文件信息，执行货币计算等操作。 

getUserInfo()调用只适用于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用来登录的用户名。要检索在 getUserInfoResult 对象中没有找到的更多个

人信息，可以在 User 对象上调用 retrieve()，并传入该调用返回的用户 ID。要检索其他用户的个人信息，可以在 User 对

象上调用 retrieve()（如果您知道他们的用户 ID）或 query()。 

示例代码——Java 

public void getUserInfoSample() { 
GetUserInfoResult getUserInfoResult = null; 
try { 
// Invoke the getUserInfo call 
getUserInfoResult = binding.getUserInfo (); 

// Display the returned user information 
System.out.println("User's currency symbol: " + 

getUserInfoResult.getCurrencySymbol()); 

System.out.println("User's organization name: " + 
getUserInfoResult.getOrganizationName ()); 

System.out.println("User's default currency code: " + 
getUserInfoResult . getUserDefaultCurrencyIsoCode ());  

System.out.println("User's email: " + getUserInfoResult.getUserEmail());  
System.out.println("User's full name: " + getUserInfoResult.getUserFullName ());  
System.out.println("User's user id: " + getUserInfoResult.getUserId());  
System.out.println("User's language: " + getUserInfoResult.getUserLanguage());  
System.out.println("User's locale: " + getUserInfoResult.getUserLocale());  
System.out.println("User's timezone: " + getUserInfoResult.getUserTimeZone());  
System.out.println("User's org is multi currency: " + 

getUserInfoResult. isOrganizationMultiCurrency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getUserInfo() 
{ 

//Invoke getUserInfo call and save the results in getUserInfoResult 
GetUserInfoResult ui = binding.getUserInfo(); 
// Get some of the user information 
String orgName = ui.organizationName; 
String userFullName = ui.userFullName; 

} 

参数 

无 

响应 

getUserInfoResult 

错误 

UnexpectedError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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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UserInfoResult 
getUserInfo()调用返回一个 GetUserlnfoResult 对象，该对象具有以下特性： 
 
名称 类型 描述 
accessibilityMode 布尔型 适用于 API 7.0 及更新版本。指示针对存在视觉缺陷的用户的用户界面修改

已打开（true）或关闭（false）。该修改方便了屏幕阅读器（比如

JAWS）的使用如 JAWS 
currencySymbol 字符串 用于显示币值的货币符号。仅适用于 organizationMultiCurrency 为

false 时 

userType 字符串 分配给与用户相关联动配置文件的用户许可类型 

profileID ID 与当前分配给用户的角色相关联的配置文件 ID 

organizationId ID 组织的 ID。允许第三方工具来识别在 Salesforce 中的个别组织，这有益于

检索帐单或组织范围内的安装信息 

organizationMultiCurrency 布尔型 指示用户组织是否使用了多种货币（true 或 false） 

organizationName 字符串 用户的组织或者公司的名称 

roleID ID 当前与用户相关联的角色的角色 ID 

userDefaultCurrencyIsoCode 字符串 默认货币 ISO 编码。只适用于 organizationMultiCurreny 为 true
时。当登录的用户创建任何具有货币 ISO 编码的对象时，如果没有在

create()调用中明确指定，API 将使用这个货币 ISO 编码 

userEmail 字符串 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userFullName 
 

字符串 用户的全名 

userID ID 用户 ID 

userLanguage 字符串 用户的语言，用于控制在应用程序中显示的标签的语言。该字符串为 2-5
个 
字符。前两个字符始终是 ISO 语言编码，例如“fr”或“en”。如果这个值 
进一步限定了国家/地区，那么字符串通常带有一条下划线（_）和另一个 
ISO 国家/地区编码，例如“US”或“UK”。例如，针对美国的字符串“ 
en_US”，针对加拿大法语的字符串为“fr_CA” 

userLocale 字符串 用户区域设置，用于控制日期的格式和货币符号的选择。前两个字符始终

是 ISO 语言编码，例如“fr”或“en”。如果这个值要进一步限定国家/地区，

那么这个字符通常带有下划线(_)和另一个 ISO 国家/地区编码，例如，

“US”和“UK”。例如，针对美国的字符串为“en_US”，针对加拿大法语的字

符串为“fr_CA” 

userName 字符串 用户的登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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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TimeZone        字符串 用户的时区 

userUiSkin 字符串 

 

在 API7.0 版本及更高版本中可用。如果用户使用的是在线申请程序的更新的用户

界面主题，则返回值为主题 2，标示为“Salesforce。”如果用户使用的是旧的

用户界面主题，则返回主题 1，标示为“Salesforce 经典。”在在线申请程序

中，这个外观设置是在安装➤自定义➤自定义用户界面。参阅“用户界面主题”

 

resetPassword() 

将用户密码更改为一个临时的、系统生成的值。 

语法 

string password = binding.resetPassword(ID userID); 

用法 

使用 resetPassword()请求 API 更改 User 或 SelfServiceUser 的密码，并返回一个系统生成的由随机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密码

字符串。如果您希望将密码设置为指定值，使用 setPassword()。  
 
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使用足够的访问权限登录，才能为指定的用户更改密码。更多信息请参阅“影响数据访问的因素”。  
 
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示例代码—Java 
public void resetPasswordSample() { 
// Specify the user ID of the password to reset 
ID idToReset = new ID("005x0000000fFLnAAM"); 
// Invoke the resetPasswordResult call 
try { 
ResetPasswordResult resetPasswordResult = 

binding.resetPassword(idToReset);  
// Display the new server-generated password 
System. out .println (resetPasswordResult. getPassword () ) ;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resetPassword() 
{ 
//Invoke resetPassword call and save results in 
ResetPasswordResult ResetPasswordResult rpr = 
binding.resetPassword("userID"); 
// Get the generated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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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Diagnostics.Trace.WriteLine (rpr.password); 
} 

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ID 想要重置其密码的 User 或 SelfServiceUser 的 ID。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

“ID 字段类型” 

响应 

名称 类型 描述 
password 字符串 API 生成的新密码。一旦用户使用此密码登录，他们将被要求提供一个新的

密码。此密码是临时的，也就是说一旦用户设定了他或她的新密码，它就

不能再被使用了   

错误 

InvalidId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sendEmail() 

立即发送一个电子邮件消息。 

语法 

对于一个电子邮件消息： 

SendEmailResult=binding.sendEmail(BaseEmail SingleEmailMessage emails[]); 

对于群发电子邮件消息： 

SendEmailResult=binding.sendEmail(BaseEmail MassEmailMessage emails[]); 

用法 

在 Force.com 的 AppExchange 应用程序、自定义应用程序或 Salesforce 外部其他应用程序中使用此调用来发送个别和大量电子

邮件。电子邮件可以包含所有标准电子邮件属性（如主题行和密件抄送地址），使用 Salesforce 电子邮件模板，可以采用纯文

本或 HTML 格式。您可以使用 Salesforce 来跟踪 HTML 电子邮件的状态，包括电子邮件发送、第一次打开和 后打开的日期以

及总打开次数。（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Tracking HTML Email”，以获取更多信息。） 

登录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被插入到电子邮件标题的 From Address 字段中。所有返回的电子邮件和不在时答复邮件都会发给登

录用户。如果启用了退回邮件管理，则退回邮件会由 salesforce 自动处理，并且更新适当的记录；如果未启用退回邮件管理，这

些邮件将发给登录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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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此调用发送的所有群发电子邮件和单个电子邮件消息会计入发送组织每日的群发邮件限制中。当达到组织规

定的每日群发邮件限制时，通过 API 执行的所有 sendEmail()调用都会被拒绝，并且用户会收到 MASS_MAI 

LLIMIT_EXCEEDED 错误代码。但是，仍然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发送单个电子邮件消息。  

如果您使用此调用发送电子邮件给一个或多个收件人，而且他们选择了 Email Opt Out 选项，此调用会返回 UNKNOWN 

_EXCEPTION。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报告错误。相反，会删除收件人或让管理员取消针对该收件人的选项。 

SingleEmailMessage 有一个可选字段 OrgWideEmailAddressId。这是一个 OrgWideEmailAddress 对象的对象 ID。如果设

置了 OrgWideEmailAddressId，OrgWideEmailAddress.DisplayName 字段会用在电子邮件标题中，而不是登录用户的显

示名称中。标题中的发送电子邮件地址也会被设置为在 OrgWideEmailAddress.Address 中定义的字段。 

注意：如果同时定义了 OrgWideEmailAddress 中的 DisplayName 和 senderDisplayName，用户会收到一个

DUPLICATE_SENDER_DISPLAY_NAME 错误。 

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Organization-Wide Addresses”。 

示例代码—Java 

private void sendEmailSample() 
{ 

byte[] fileBody = new byte[ 1000000]; 
EmailFileAttachment[] fileAttachments = new 

EmailFileAttachment[ 1]; EmailFileAttachment fileAttachment = new 
EmailFileAttachment(); 
fileAttachment. setBody (fileBody); 

fileAttachment. setFileName 
("attachment"); fileAttachments[ 0] = 
fileAttachment; 
SingleEmailMessage[ ] messages = new SingleEmailMessage[ 1]; 
messages[0] = new SingleEmailMessage(); 
messages[ 0] .setBccAddresses (new String[] { "jdoe@acme.com", "jdoe@merce.com" } );  
messages[ 0] .setCcAddresses (new String[] { "jdoe@gmail.com", 

"jdoe@salesforce.com" } );  
messages[ 0] .setBccSender(true); 
messages[ 0] .setEmailPriority(EmailPriority.High); 
messages[ 0] .setReplyTo("dcarroll@salesforce.com"); 
messages[ 0] .setSaveAsActivity (true); 
messages[ 0] .setSubject("This is how you use the sendEmail call."); 
// We can also just use an id for an implicit to address 
messages[ 0] .setTargetObjectId (new ID("003D0000005OV0g")); 
messages[ 0] .setUseSignature (true); 
messages[ 0] .setPlainTextBody("This is the humongous body of the message."); 
messages[ 0] .setFileAttachments (fileAttachments); 
String[] toAddresses = new String[] { "jdoe@salesforce.com" }; 
messages[ 0] .setToAddresses (toAddresses); 

// Now send the email. 
try { 

SendEmailResult[] result = binding.sendEmail (messages); 
if (result[ 0] .isSuccess ()) { 

System.out.println("The email was sent successfully."); 
} else { 

System.out.println("The email failed to send: " + 
result[ 0] .getErrors (0) .getMessage ()); 

} 
} 
catch (UnexpectedErrorFault e) 

{ e.printStackTrace ();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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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Email 

下表列出了单个和群发电子邮件中使用的参数。 

注意：如果未使用模板，所有电子邮件内容必须为纯文本格式和/或 HTML 格式。 
 
名称 类型 描述 
bccSender 布尔型 指示电子邮件发件人是否已收到发送的电子邮件副本。对于群发邮件，只会

在发送到第一封电子邮件上复制发件人。 

注意：如果在组织级设置了 BCC 遵从性选项，用户将无法在标准邮件上

添加 BCC 地址。会返回下面的错误代码：

BCC_NOT_ALLOWED_IF_BCC_COMPLIANCE_ENABLED。请联系您的

salesforce.com 代表，了解 BCC 遵从性的信息 

saveAsActivity 布尔型 可选。默认值是 true，意味着电子邮件被保存为一个活动。这个参数只适

用于收件人列表基于 targetObjectId 或 targetObjectIds 时。如果

组织启用了 HTML 电子邮件跟踪，你将能够跟踪打开频率 

useSignature 布尔型 指示如果用户配置了一个电子邮件签名，电子邮件是否包含该签名。默认值

是 true，表示如果用户有一个签名，它将被包括在电子邮件中，除非您设

为 false 
emailPriority 下拉列表 可选。电子邮件的优先级为： 

 高 

 高 
 正常 

 低 

 低 

默认值为正常 
replyTo 字符串 可选。当收件人答复时接收消息的电子邮件地址 

subject 字符串 可选。电子邮件主题行。如果您正在使用一个电子邮件模板，并试图修

改主题行，将返回一条错误消息 

template Id ID 要合并来创建此电子邮件的模板 ID 

senderDi splayName 字符串 可选。电子邮件的 From 行上显示的名称。如果与一个

SingleEmailMessage 的 OrgWideEmailAddressId 相关联的对象已定义了它

的 DisplayName 字段，此值将无法设置  

SingleEmailMessage 

下表包含除基本邮件参数外，单个电子邮件使用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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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bccAddresses 字符串数组 可选。一个密件抄送（BCC）地址数组。允许的 大数量为 5。这个参

数只允许在未使用模板时使用。 

注意：如果在组织级设置了 BCC 遵从选项，用户将无法在标准邮件

上添加密送地址。将返回下面的错误代码： 
BCC_NOT_ALLOWED_I F_BCC_COMPLIANCE _ENABLED。 
所有电子邮件必须至少在以下值之一中包含一个收件人值： 

 toAddresses 
 ccAddresses 
 bccAddresses 
 targetObjectId 
 targetObjectIds 

ccAddresses 字符串数组 可选。一个抄送（CC）地址数组。 高允许 5 个地址 。这个参数只允

许在未使用模板时使用 

charset 字符串 可选。电子邮件的字符集。如果这个值为空，则使用该用户的默认值 

documentAttachments ID 数组 可选。一个数组，列出了您想要附加到邮件中的每个 Document 的
ID。您可以附加多个文档，只要所有附件的总大小不超过 10 MB。 

fileAttachments EmailFileAttachm
ent 数组 

可选。一个数组，列出了您想要附加到邮件中的二进制和文本文件     
的文件名。您可以附加多个文件，只要所有附件总大小不超过 10MB。

htmlBody 字符串 可选。由发件人指定的电子邮件的 HTML 版本。该值根据与组织相关

联的规范进行编码 
OrgWideEmailAddress
Id 

ID 可选。与发出的电子邮件相关联的 OrgWideEmailAddress 的对象 ID。

如果已经设置了 senderDisplayName 字段，则无法设置

OrgWideEmailAddress.DisplayName 

plainTextBody 字符串 可选。发件人指定的电子邮件的文本版本 

targetObjectId ID 可选。电子邮件将发送到的联系人、销售线索或用户的对象 ID。您输

入的对象 ID 会设置上下文并确保模板中的合并字段包含正确的数据。

不要输入已选择了 Email Opt Out 选项的记录的对象 ID。 
所有电子邮件必须至少在下列值之一中包含一个收件人值： 

 toAddresses 
 ccAddresses 
 bccAddresses 
 targetObje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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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targetObjectIds 

toAddresses 字符串数组 可选。你发送电子邮件的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数组。所允许的 大值

是 10。此参数只允许在未使用模板时使用。 

所有电子邮件必须至少在下列值之一中包含一个收件人值： 

 toAddresses 
 ccAddresses 
 bccAddresses 

 targetObjectId 

 targetObjectIds 

whatId ID 可选。如果您为 targetObjectId 字段指定了一个联系人，那么

您也可以指定一个 whatId。这有助于进一步确保在模板中的合并

字段包含正确的数据。该值必须是以下类型之一： 

 帐户 

 资产 
 销售活动 

 案例 

 联系人 

 机会 
 订单 

 产品 
 解决方案 

 自定义 
 

MassEmailMessage 
下表列出了除了基本的电子邮件参数之外，群发电子邮件使用的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description 字符串 一个在内部使用的值，用于标识群发电子邮件队列中的对象 
targetObjectIds ID 数组 电子邮件的目标联系人、销售线索或用户的对象 ID。您输入的对象

ID 设置上下文并确保模板中的合并字段包含正确的数据。对象必须

是同一类型（全为联系人、销售线索或用户）。您可以为每封电子

邮件列出 250 个 ID。如果您指定为 targetObjectIds 字段指定

了一个值，您也可以指定一个 whatId 来设置用户、联系人或销售

线索的电子邮件上下文。这将确保模板中的合并字段包含正确的数

据。 
不要输入已选择了 Email Opt Out 选项的记录的对象 ID。 
所有电子邮件必须至少在下列值之一中包含一个收件人值： 

 toAddresses 



 

 511

名称 类型  描述 

  

 ccAddresses 
 bccAddresses 
 targetObjectId 
 targetObjectIds 

whatIds ID 数组 

可选。如果您为 targetObjectIds 字段指定了一个联系人数组，

那么您也可以指定一个 whatIds 数组。这有助于进一步确保模板中

的合并字段包含正确的数据。该值必须为以下类型之一： 
 联系人 
 案例 
 机会 
 产品 

如果您指定了 whatIds，那么请指定任意一个

targetObjectId；否则，您将收到一个 INVALID_ID_FIELD 错

误 

  

EmailFileAttachment 

EmailFileAttachment 在 SingleEmailMessage 对象中使用下表列出的来指定作为请求的一部分传入的附件，而不是使用

documentAttachments 参数传入的一个现有 Document。 

名称 类型  描述 

setFileName 字符串 要附加的文件名称 

setBody Base64 附件本身 

 

响应 

SendEmailResult 

错误 
BCC_NOT_ALLOWED_IF_BCC_COMPLIANCE_ENABLED 

BCC_SELF_NOT_ALLOWED_IF_BCC_COMPLIANCE_ENABLED 

DUPLICATE_SENDER_DISPLAY_NAME 

EMAIL_NOT_PROCESSED_DUE_TO_PRIOR_ERROR 

ERROR_IN_MAILER 

INSUFFICIENT_ACCESS_ON_CROSS_REFERENCE_ENTITY 

INVALID_EMAIL_ADDRESS 

INVALID_ID_FIELD 

INVALID_SAVE_AS_ACTIVITY_FLAG 

LIMIT_EXCEEDED 

MALFORMED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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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_MAIL_LIMIT_EXCEEDED 

NO_MASS_MAIL_PERMISSION 

REQUIRED_FIELD_MISSING 

TEMPLATE_NOT_ACTIVE 

UNVERIFIED_SENDER_ADDRESS 

SendEmailResult 

sendEmail()调用返回一个 SendEmailResult 对象列表。每个 SendEmailResult 对象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描述 
success 布尔型 指示电子邮件是（true）否（false）成功被消息传输代理接受。

即使 success=true，也不意味着收件人收到了电子邮件，因为它

可能被退回或被垃圾邮件拦截器阻止。另外，即使电子邮件成功被

消息传输代理接受，仍然可能存与该电子邮件中的个别电子邮件地

址有关的错误数组中的错误 

SendEmailError Error 数组 如果在 sendEmail()调用过程中发生一个错误，会返回一个

SendEmailError 对象列表 

SendEmailError 
SendEmailError 可以具有以下属性：  
名称 类型 描述 
Fields 字段数组 保留供将来使用。一个或多个字段名组成的数组。标识对象中的哪

些字段（如果有）会影响错误条件 

Message 字符串 错误消息文本 

StatusCode StatusCode 描述错误的一个编码。对于状态码的完整列表，请参阅您组织的

WSDL 文件

TargetObj ectId ID 发生错误的目标的对象 ID 

 

注意：当使用 sendEmail()发送单一电子邮件时，在 SendEmailResult 中的任何错误都表明没有发送任何电子邮

件。当使用 sendEmail()发送群发电子邮件时，SendEmailResult 可能包含多个错误。如果一个错误阻止了

sendEmail()将电子邮件发送到一个或多个目标，这些 TargetObjectIds 中的每一个都会在 SendEmailResult 中有一

个相关的错误。没有 SendEmailResult 中的相关错误的 TargetObjectId 表示电子邮件已发送到目标。如果

SendEmailResult 有一个错误没有相关联的 TargetObjectId，则表示没有发送电子邮件。 

下面是一个解析错误结果集的例子。 

Messaging.SingleEmailMessage email = new Messaging.SingleEmailMessage 
(); email.setToAddresses (new String[] { 'admin@acme.com' } ); 
email.setSubject('my subject'); 
email.setPlainTextBody('plain text body'); 
List<Messaging. SendEmailResult> results = 

Messaging.sendEmail (new Messaging.Email[] { emai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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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results.get(0).isSuccess()) { 
System.StatusCode statusCode = 

results.get(0) .getErrors()[ 0] .getStatusCode(); String errorMessage = 
results.get(0) .getErrors()[ 0] .getMessage(); 

} 

setPassword() 

将指定用户的密码设置为指定值。 

语法 

SetPasswordResult setPasswordResult = binding.setPassword(ID userID, string password); 

用法 

使用 setPassword()更改将 User 或 SelfServiceUser 的密码更改为您指定的值。例如，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提示用户指定一

个不同的密码，然后调用 setPassword()来更改用户的密码。如果想要将密码重置为 API 生成的一个随机值，可以使用

resetPassword()。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使用足够的访问权限登录，才能为指定用户更改密码。更多信息请参阅“影响数

据访问的因素”。 

关于 ID 的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如果密码已经过期，此调用可以使用 LoginResult 中返回的会话 ID。更多信息请参阅 passwordExpired 。 

示例代码—Java 

public void setPasswordSample() { 
// Specify the userID and new password 
ID idToReset = new ID("005x0000000fFLnAAM"); 
String newPassword = 

"password"; try { 
// Invoke the setPassword call 
SetPasswordResult setPasswordResult = binding.setPassword(idToReset, newPassword); 
// If the call fails, an exception is raised; otherwise, the return is empty. 

} catch (Exception ex)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 ex.getMessage()); 

} 
} 

示例代码—C# 

private void setPassword() 
{ 

//Invoke setPassword call; returns nothing if successful 
binding.setPassword("userid", "newpassword"); 

} 

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ID ID 您想要重置其密码的 User 或 SelfServiceUser 的 ID。关于 ID 的信

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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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password 字符串 供指定用户使用的新密码 

响应 

无 

错误 

InvalidId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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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章 

SOAP 报头 
API 为客户端应用程序提供 SOAP 报头。所有这些报头在企业版和合作伙伴 WSDL 文件中都有提供。 

任务/调用 描述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指定 API 15.0 及更高版本中一些字段类型的截断行为 

AssignmentRuleHeader 指定在创建或更新 Account、Case、Lead 时使用的分配规则 

CallOptions 指定 API 请求的调用选项 

EmailHeader 当一个请求被处理后发出电子邮件通知。 为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提供等效的功能 

LocaleOptions 
指定返回的标签的语言。该值必须是个有效的用户地区（语言和国家），例如 de_DE
或 en_GB。关于地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ategoryNodeLocalization 对象的

LanguageLocaleKey 字段 

LoginScopeHeader 指定组织 ID，这样就可以通过调用 login()来验证组织内的自助用户 

MruHeader 指示是（true）否（false）更新 近使用过的项目列表  

PackageVersionHeader 指定 API 16.0 及更高版本中安装的每个托管包的包版本 

QueryOptions 指定查询结果集合的大小 

SessionHeader 指定成功 login()后从登录服务器 返回的会话 ID 

UserTerritoryDeleteHeader 指定一个用户，如果当前所有者从一个区域删除，将为这个用户分配开放机会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报头指定以下包含字符串的字段数据类型的截断行为： 

• 能够表示此列表中其他数据类型的任何类型 
• 电子邮件 

• 加密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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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选下拉列表 

• 电话号码 

• 下拉列表 

• 字符串 
• 文本区域 

在 API 15.0 之前的版本中，当给一个字段赋值时，如果该字段的类型属于以上所列数据类型，并且这个值过长，那么它将被截

断。对于 API 15.0 及以后的版本，如果指定了一个过长的值，操作将会失败并返回错误代码 STRING_TOO_LONG。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允许您指定采用旧版本的截断行为来代替 API 15.0 及更高版本中的新行为。这个报头在

API 14.0 及以前的版本中是无效的。 

API 调用 

convertLead()、create()、merge()、process()、undelete()、update()和 upsert()  

Apex：executeanonymous() 

字段 

 

示例 

public void allowFieldTruncationSample () throws InvalidSObjectFault, 
InvalidFieldFault, InvalidIdFault, UnexpectedErrorFault, RemoteException 

{ Account account = new Account(); 
// construct a string that is 256 characters long. Account.Name's 

limit // is 255 characters. 
String accName = ""; 
for (int i = 0; i < 256; i++) { 

accName += "a"; 
} 
account.setName (accName); 

// construct an array of SObjects to hold the 
accounts SObject[ ] sObjects = new SObject[ 1] ; 
sObjects[ 0] = account; 

// attempt to create the account. it will fail in 15.0 and above because 

元素名称 类型 描述 
allowFieldTruncation 布尔型 如果为 true, 就会对过长的字段值进行截断，这是 API 14.0 及以前版本中的行为。

默认值是 false：行为无变化。如果一个字符串或文本区域过长，操作就会失败并

返回错误代码 STRING_TOO_LONG。 

下面列出的字段类型将会受到截断功能及这一报头的影响： 

 能够表示列表中其他数据类型的任何类型。 

 电子邮件 

 加密的字符串 

 多选下拉列表 

 电话号码 

 下拉列表 

 字符串 

 文本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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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account name is too long. 
SaveResult[] results = 

binding.create(sObjects); 
System.out.println("The call failed because: " 

+ results[ 0] .getErrors (0) .getMessage ()); 

// now set the SOAP header to allow field truncation 
_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afth = new _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afth. setAllowFieldTruncation (true); 

binding. 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 . getServiceName () . 
getNamespaceURI (),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afth); 

// attempt to create the account now. 
results = binding.create (sObjects); 
System.out.println("The call: " + results[ 0] .isSuccess()); 

} 

AssignmentRuleHeader 

 AssignmentRuleHeader 必须在 Case 或 Lead 的 creat()或 update()调用中指定，这样指定的分配规则才能生效，并且，它

必须在 Account 的 update()调用中指定，这样区域分配规则才能生效。 

API 调用 

create()、merge()、update()、upsert() 

字段 
元素名称                          类型 描述 

assignmentRuleId ID 针对 Case 或 Lead 运行的特定分配规则的 ID。分配规则可以是有效的也可以是无效

的。 此 ID 可以通过查询 AssignmentRule 对象来获得。如果指定了这一 ID 的值，就

不能再指定 useDefaultRule 的值。因为所有的区域分配规则都被应用时，帐号的

这一元素会被忽略。 
如果这个值没有正确的 ID 格式（15 个字符或 18 个字符的 Salesforce ID），这一调

用将会失败并返回一个 MALFORMED_ID 异常 

useDefaultRule 布尔型 如果该值对于 Case 或 Lead 为 true，将为 Case 或 Lead 采用默认的（有效）分配

规则。如果指定了这一元素的值，不要再指定 assignmentRuleId 的值。如果该值

对于 Account 为 true，那么所有的区域分配规则将被应用，如果该值为 false，那

么任何区域分配规则都不会被应用 

示例代码 
示例代码参阅 Lead。 

 



 

 518

CallOptions 

指定处理特定客户端所需的选项。这个报头只适用于与合作伙伴 WSDL 一同使用。 

API 调用 

defaultNamespace元素支持以下调用：create()、merge()、queryAll()、query()、queryMore()、retrieve()、
search()、update()和 upsert()。 

client 元素支持以上所有调用，还支持：convertLead()、login()、delete()、describeGlobal()、
describeLayout()、describeTabs()、describeSObject()、describeSObjects()、getDeleted()、
getUpdated()、process()、undelete()、getServerTimestamp()、getUserInfo()、setPassword()和
resetPassword()。 

字段 

元素名称                          类型 描述 

client 字符串 标识不同客户端的字符串 

defaultNamespace 字符串 该字符串标识一个开发人员名称空间前缀。此字段用来在托管包内解析字段名，不必

在所有地方都指定完整的 fieldName 字段。 

例如，假设开发人员名称空间前缀为 battle，包里还有一个用户自定义字段

botId，那么就可以设置这个报头，然后将能够成功执行以下查询： 

query("SELECT id, botId__c from Account"); 

在这个例子中，实际查询的字段是 battle__botId__c 字段。 

使用此字段，在编写客户端代码时不需要指定名称空间前缀。如果不指定此字段，必

须使用 该字 段的全 名才 能成功 执行 查询。 在上 面的例 子中，必须指定

battle__botId__c。 

注意，如果设置了这个字段，查询也会指定名称空间，响应将不包括前缀。例如，如

果 将 此 报 头 设 为 battle ， 然 后 执 行 如 下 查 询 ： query("SELECT id, 
battle__botId__c from Account");，响应将使用一个 botId__c 元素，而

不是 battle_botId__c 元素。 

描述调用会忽略此报头，这样就不会在具有名称空间前缀的字段与没有前缀且同名的

客户字段之间产生混淆 

EmailHeader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支持指定当以下事件发生时是否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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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新 Case 或 Task 
• 创建新 CaseComment 
• 将 Case 电子邮件转换为 Contact 
• 新 User 电子邮件通知 
• resetPassword()调用 

在 API 8.0 及更新版本中，也可以通过发送 API 请求来发送电子邮件。 

分组事件是一个 IsGroupEvent 为 true 的 Event。EventAttendee 对象追踪被邀请加入分组事件的用户、销售线索或联系

人。注意，通过 API 发送的分组事件电子邮件会发生以下行为： 

• 向一个 User 发送分组事件邀请会触发 triggerUserEmail 选项 
• 向一个 Lead 或者 Contact 发送分组事件邀请会 triggerOtherEmail 选项 
• 更新或删除分组事件时发送的电子邮件也会适当地触发 triggerUserEmail 和 triggerOtherEmail 

API 调用 

create()、delete()、resetPassword()、update()、upsert()  

字段 
 
元素名称 类型 描述 
triggerAutoResponseEmail 布尔型

 
指示是（true）否（false）为销售线索和案例触发自动响应规则。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此邮件可能被一些事件自动触发，例如，创

建一个案例或重新设置用户密码。如果该值设置为 true，当创建一个

Case 时，如果在 ContactId 中指定的联系人具有一个电子邮件地

址，此电子邮件将被发送到该地址。否则，此电子邮件将被发送到在

SuppliedEmail 中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将此字段的值设置为 true，但没有为任何其他字段指定值，将

不会发送任何电子邮件 

triggerOtherEmail 布尔型
 

指示是（true）否（false）触发发送到组织外部的邮件。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创建、编辑或删除一个案例的联系人会自动触

发此邮件 

triggerUserEmail 布尔型
 

指示是（true）否（false）触发发送到组织内部用户的邮件。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此邮件可能被一些事件自动触发，比如重设密

码、创建新用户、为案例添加评论、创建或修改任务 

 

示例 

在以下代码片段中，假定已设置了案例的自动响应规则，并且在 ContactId 引用的联系人中指定了电子邮件地址。 

public void createCaseWithAutoResponse() throws 
Exception{ _EmailHeader emailHeader = new _Email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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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Header.setTriggerAutoResponseEmail (true); 
binding.setHeader("urn:enterprise.soap.sforce.com", "EmailHeader", emailHeader); 

_case c = new _case(); 
c.setSubject ("Sample Subject"); 

c.setContactId(new ID("contactID")); 
binding.create(new SObject[] 
{ c } ); } 

LocaleOptions 

指定返回的标志的语言。 

API 调用 

describeSObject()、describeSObjects() 

字段 

元素名称 类型 描述 
language 字符串

 
指定返回的标志的语言。该值必须为一个有效的用户地区（语言和

国家），例如 de_DE 或者 en_GB。关于地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ategoryNodeLocalization 对象的 LanguageLocaleKey 字段 
 

 
示例代码 
将 LocaleHeader 设置为登录用户所在的地区： 

public void localeOptionsExample() { 
_LocaleOptions options = new _LocaleOptions(); 
// change en_US to another valid locale to vary the behavior of the describe 

call options.setLanguage ("en_US"); 
binding.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 . getServiceName ().getNamespaceURI (), 
"LocaleOptions", options 

); 
try { 

binding.describeSObject ("Account");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occurred: " + e.getMessage()); 
} 

} 

LoginScopeHeader 

指定您的组织 ID，这样您就可以使用现有的 login()来验证组织内的自助用户。   

API 调用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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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元素名称 类型 描述 
organizationId ID 

组织的 ID，您可以根据它来验证组织内的自助用户 

PortalId ID 只有当用户为 Customer Portal 用户时才指定该值。该值是此组织门户的

ID。此 ID 可从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获得： 
 选择 Setup➤ Customize➤Customer Portal➤Settings 

 选择一个 Customer Portal 名称，Customer Portal 细节页面中将

显示该 Customer Portal 的 URL。Portal ID 包含在 URL 中 

MruHeader 
在 API 7.0 及更新版本中，如果不使用此报头，create()、update()和 upsert()不会更新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侧边拦的

Recent Items 部分中的 近使用（MRU）项目列表。注意，使用此报头来更新 Recent Items 列表可能会影响到性能。 

API 调用 

create()、merge()、query()、retrieve()、update()、upsert()  

字段 

元素名称 类型 描述 
updateMru 布尔型 指示是（true）否（false）更新 近使用项目列表。对于 retrieve()，如

果结果只有一行，那么 MRU 将被更新到检索结果的 ID 中。 

对于 query()，如果结果只有一行并且字段 ID 被选中，那么 MRU 将更新

到检索结果的 ID 中 
 

 
示例代码 

public void mruHeaderSample() { 
// Make a SOAP MRU Header to be sent on subsequent API 

calls: _MruHeader mru = new _MruHeader(); 
mru.setUpdateMru(true); // or false 
binding. 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 . getServiceName () . 
getNamespaceURI (), "MruHeader", mru); 

//create an account, updating MRU header 
Account account = new Account(); 
account.setName ("Bobby User"); 
try { 

SaveResult[] saveResults = binding.create (new 
SObject[]{account});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occurred: " + e.get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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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VersionHeader 

指定每个已安装的托管包的包版本。包版本是加载到包中的一系列组件，它由一个版本编号（主要编号.次要编号）表示，例如

2.1。除一系列组件外，包版本还包含特定的行为。通过发布后续包版本，发布商可以使用包版本来平滑地改进托管包中的组件,
而不会破坏使用该包的现有客户集成。 

一个托管包可以包含多个具有不同组件及行为的版本。此报头允许您指定在 API 客户端中引用的每个包所使用的版本。如果没有

为包指定包版本，API 客户端将使用在 Setup➤Develop➤API 中的 Version Settings 部分中选择的包的版本。此报头可在 API 
16.0 及更新版本中使用。 

相关联的 API 调用 

convertLead()、create()、delete()、describeGlobal()、describeLayout()、describeSObject()、

describeSObjects()、describeSoftphoneLayout()、describeTabs()、merge()、process()、

query()、retrieve()、search()、undelete()、update()、upsert() 

字段 

元素名称 类型 描述 
packageVersions PackageVersion 数组 API 客户端引用的已安装托管包的包版本列表 

 

PackageVersion 

指定一个已安装托管包的版本，包含如下字段：  
字段 类型 描述 
majorNumber 整型值 包版本的主版本号。包版本以主要编号.次要编号的形式表示，例如 2.1 

minorNumber 整型值 包版本的次版本号。包版本以主要编号.次要编号的形式表示，例如 2.1 

namespace 字符串 托管包的唯一名称空间 
 

示例代码 
以下 Java 示例代码在 SOAP 报头中设置一个已安装包的包版本，并执行传入方法中的代码。 

public void PackageVersionHeaderSample (String code) throws Exception 
{ 

_PackageVersionHeader pvh = new _PackageVersionHeader(); 
PackageVersion pv = new PackageVersion(); 
pv. setNamespace ("installedPackageNamespaceHere"); 
pv.setMajorNumber(1); pv.setMinorNumber(0); // In this case, 

we are only referencing one installed package 
PackageVersion[ ] pvs = new PackageVersion[ ] { pv} ; 
pvh.setPackageVersions (p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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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xBinding. setHeader (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 . getServiceName () . 
getNamespaceURI (), "PackageVersionHeader", pvh); 

// execute the code passed into the method 
ExecuteAnonymousResult r = apexBinding.executeAnonymous (code); 
if (r.isSuccess()) { 

System.out.println("Code executed successfully"); 
} 
else { 

System.out.println("Exception message: " + r.getExceptionMessage()); 
System.out.println("Exception stack trace: " + r.getExceptionStackTrace()); 

} 
} 

QueryOptions 

指定查询的批次大小。为了最大化性能，可能以采用大于或小于指定大小的批次大小。 

相关联的 API 调用 

query()、queryMore()、retrieve() 

字段 

元素名称 类型 描述 
batchSize 整型值 query()或 queryMore()调用中返回的大量记录的批量大小。子对象

根据记录数量来计算批量大小。例如，在关系查询中，每返回一个父行

可能会返回多个子对象。 

默认值是 500，最小值是 200，最大值是 2,000 

  
示例代码 

示例代码请参阅“改变查询中的批大小”。 

SessionHeader 

指定成功 login()后从登录服务器返回的会话 ID。此会话 ID 将在所有后续调用中使用。 

在 12.0 及更新版本中，必须在与此报头相关联的 SOAP 消息中包含 API 名称空间。名称空间在企业或合作伙伴 WSDL 中

定义。 

API 调用 

所有调用，包括实用程序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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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元素名称 类型 描述 
sessionId 字符串 login()调用返回的会话 ID，用于后续调用验证 

  

示例代码 

参阅为 login()提供的示例。 

UserTerritoryDeleteHeader 

指定一个用户，如果当前所有者从一个区域删除，将为这个用户分配开放机会。如果此报头未使用或其元素的值为空，这些机

会将转移到上述区域中的预测管理员（如果存在）。如果没有预测管理员，被从该区域删除的用户将保留这些机会。 

API 调用 

delete()  

字段 

元素名称 类型 描述 
transferToUserId ID 一个用户的 ID，当一个机会的所有者（用户）被从一个区域删除时，

会将该用户所在区域的开放机会分配给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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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PI 与 SalesForce 特性 

第 13 章 

实现考虑事项 

本章内容： 

 登录服务器 URL 
 从登录到登录服务器开始 

 典型 API 调用顺序 
 Salesforce 沙箱 

 Salesforce.com 数据库服务器的多个

实例 

 内容类型要求 
 监控 API 流量 
 API 使用测量 
 压缩 
 HTTP 持久连接 

 HTTP 分块 
 国际化和字符集 

 XML 遵从性 
 .Net、非字符串字段和企业 WSDL 

开始构建集成应用程序或其他客户端应用程序时，应考虑本节说明的数据管

理、使用限制和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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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服务器 URL 

API 的 SOAP 实现也提供了一个登录服务器。您可通过单一入口点登录到任何组织，而无须为组织硬编码实例。要通过 API 访
问组织，首先必须向以下 URL 的登录服务器发送一条 login()请求，验证会话： 

https://www.salesforce.com/services/Soap/c/16.0 

也支持安全性略低的 URL 版本： 

http://www.salesforce.com/services/Soap/c/16.0 

支持通过代理服务器调试安全性略低的 URL 版本。 

在会话期间，所有对服务器的后续调用都应发往 login()响应返回的 URL，即指向您组织的服务器实例。 

从登录到登录服务器开始 

调用其他任何调用之前，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首先调用 login()调用，以建立与登录服务器的会话，将所返回的服务器 URL
设置为后续 API 请求的目标服务器，在 SOAP 报头中设置所返回的会话 ID，以便为后续 API 请求提供服务器验证。如需了解更

多信息，请参阅 login()和步骤 4：示例代码演练。 

Salesforce 会检查客户端应用程序登录的 IP 地址，阻止来自未知 IP 地址的登录。对于通过 API 请求而被阻止的登录，

Salesforce 会返回登录错误。随后，用户必须在密码末端添加安全令牌，只有这样才能登录。安全令牌是 Salesforce 自动生成

的一个密钥。例如，如果用户的密码是 mypassword，其安全令牌是 XXXXXXXXXX，那么用户必须输入

mypasswordXXXXXXXXXX 才能登录。用户可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更改密码或重置安全令牌来获得安全令牌。在用户更改

密码或重置安全令牌时，Salesforce 会向用户的 Salesforce 记录中记录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新安全令牌。安全令牌将保持有

效，直至用户重置安全令牌、更改密码或重置密码。当安全令牌失效时，用户必须重复登录流程才能登录。为避免出现这种情

况，管理员可确保将客户端的 IP 地址添加到组织的信任 IP 地址列表中。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安全令牌”。 

登录后，即可发出 API 调用。对于每一次操作，客户端应用程序都会向 API 提交同步请求，等候响应并处理结果。API 会自动提

交任何有变化的数据。API 调用列表请参阅： 

 核心调用 
 描述调用 
 实用程序调用 

典型 API 调用顺序 

对于每次调用，客户端应用程序通常需要： 

1. 在适用时，通过定义请求参数来准备请求。 
2. 对调用进行调用，将请求及其参数传递给 Force.com Web 服务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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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收 API 的响应。 

4. 处理响应，通过处理返回的数据（在调用成功时）或错误（在调用失败时）完成。 

Salesforce 沙箱 

企业版和完整版的客户可访问 Salesforce 沙箱，这是一种测试环境，提供组织实时生产数据的完整或部分拷贝。如需进一步了

解 Salesforce 沙箱，请访问 Salesforce.com 的社区网站：www.salesforce.com/community 或联系客户支持。 

要通过 API 访问组织的 Salesforce 沙箱，请使用以下 URL 发出登录请求： 

 https://test.salesforce.com/services/Soap/c/10.0（企业 WSDL） 
 https://test.salesforce.com/services/Soap/u/10.0（合作伙伴 WSDL） 

Salesforce.com 数据库服务器的多个实例 

Salesforce.com 提供了许多数据库服务器实例。尽管组织通常按地理位置分配，但组织可以位于任何实例上。 

内容类型要求 

在 API 版本 7.0 及更新版本中，所有请求都必须包含正确类型的 HTTP 报头，例如 Content-Type:text/xml; 

charset=utf-8。更早版本的 API 无此强制要求。 

监控 API 流量 

您可通过两种方式监控您的组织生成的 API 数量： 

 任何用户都能看到过去 24 小时中发送的 API 请求数量。要查看信息，请单击 Setup➤Company Profile➤Company 
Information。请注意查看右栏中的“API Requests, Last 24 Hours”字段。 

 如果用户拥有 Modify All Data 权限，用户将可查看过去七天发送的 API 请求的报告。要查看信息，请单击 Reports 选项

卡，滚动到 Administrative Reports 部分，再单击 API Usage Last 7 Days 链接。用户可按 Summarize Information by:
下拉列表中的任意字段排序报告。如需进一步了解排序、过滤或自定义报告的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的报告在线帮助。 

API 使用测量 

为了维护 优性能，确保 API 对所有客户可用，Salesforce.com 通过限制组织可并发执行或在 24 小时内可执行的 API 请求

（或调用）的数量，平衡了事务处理负载。这种限制基于版本类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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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force 版本 限制 

 开发人员版 
 组织试用版 

 每个组织在每 24 小时内可执行 5,000 次调用或 
 一次执行 5 个并发调用 

 企业版 
 启用了 API 访问的专业版 

 每个许可证在每 24 小时内可执行 1,000 次调用，或每个组织在每 24 小时内执行

1,000,000 次调用，以较低的数量为准。无论许可证数目多少， 低数量为每 24 小

时内 5,000 次调用。或者 
 一次执行 50 个并发调用 

完整版 
 每个许可证在每 24 小时内可执行 5,000 次调用，或每个组织在每 24 小时内执行

5,000,000 次调用，以较低的数量为准。 
 或一次执行 50 个并发调用 

沙箱  每个组织在每 24 小时内可执行 5,000,00 次调用，或 
 每次 50 个并发调用 

 

这些限制施加于组织在 24 小时内执行的所有 API 调用的集合，而非施加于每名用户。当组织超出按上表计算的限制时，组织内

的所有用户将被临时阻止执行更多调用。调用将被阻止至 24 小时后，直至不受限时。此时，所有用户将恢复正常使用。 

在 salesforce.com 应用程序中，管理员可在 Company Information 页面中选择 Setup➤Company Profile➤Company 
Information，查看过去 24 小时内执行了多少 API 请求。 

注意：所有版本将自动实施限制。 

任何向 API 发送调用的操作都要遵从使用限制，以下操作除外： 

 出站消息 
 Apex 呼出 

您可创建 API 使用测量通知，使 Salesforce 在 API 超出指定时间段内的限制时向指定用户发送电子邮件。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About API Usage Notificatiion。 

对每个组织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发出的请求数量也有限制。如需了解细节，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Concurrent 
Usage Limits。 

API 使用测量计算示例 

下例展示了几种场景下的 API 使用测量计算： 

 对于拥有 5 份许可证的企业版组织，请求限制为 5,000 请求（5 份许可证 X1000 调用）。 
 对于拥有 15,000 份许可证的企业版组织，请求限制为 1,000,000（许可证数量 X 1000 次调用超过 100 万，因而应用数量

较低的限制水平，即 100 万次）。 
 如果一个开发人员版组织在星期三早 5:00 执行 4,500 次调用、在星期三晚上 11:00 执行 499 次调用，则在星期四早 5:00

之前仅可再执行一次调用。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pexco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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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 

API 允许对请求和响应使用压缩，使用 HTTP 1.1 规范定义的标准。某些 SOAP/WSDL 客户端自动支持此标准，也可手动为

其他客户端添加支持。访问 http://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Tools 了解特定客户端的更多信息。 

除非客户端特别指明支持压缩，否则将不会使用压缩。为了获得更好的性能，建议客户端接受并支持 HTTP 1.1 规范中定义的压

缩。 

为指明客户端支持压缩，应包含 HTTP 报头“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或类似的报头。若客户端恰当指定报头，API 将
压缩响应。响应将包含恰当的“Content-Encoding: deflate”或“Content-Encoding: gzip,”报头。您还可以包含“Content-
Encoding: deflate” 或 “gzip”报头来压缩任意请求。 

大多数客户端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网络连接的限制，即便在企业 LAN 上也是如此。API 允许使用压缩提升性能。所有客户端均可获

益于响应压缩，而许多客户端也能得益于请求压缩。API 根据 HTTP 1.1 规范支持 deflate 和 gzip 压缩。 

响应压缩 

API 可选择压缩响应。只有在指定了 gzip 或 deflate 压缩，且客户端发送 Accept-Encoding 报头时，响应才会被压缩。即便您指

定了 Accept-Encoding，API 也不需要压缩响应，但它通常会这样做。如果 API 压缩了响应，那么也会指定 Content-Encoding 报

头以及所用压缩算法的名称：gzip 或 deflate。 

请求压缩 

客户端也可压缩请求。API 会在处理前解压缩所有请求。客户端必须发送 Content-Encoding HTTP 报头以及恰当的压缩算

法的名称。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Content-Encoding：www.w3.org/Protocols/rfc2616/rfc2616-sec14.html#sec14.11 

 Accept-Encoding：www.w3.org/Protocols/rfc2616/rfc2616-sec14.html#sec14.3 

 Content Codings：www.w3.org/Protocols/rfc2616/rfc2616-sec3.html#sec3.5 

注意：关于如何通过 Apache Axis 在 Java 中实现请求 SOAP 压缩的更多细节，请访问 salesforce.com 开发人员网站：

http://wiki.apexdevnet.com/index.php/Compression_with_Axis_1.3。 

HTTP 持久连接 

对于大多数客户端来说，使用 HTTP 1.1 持久连接来为多个请求重用套接字连接可显著提高性能。持久连接通常是由

SOAP/WSDL 客户端自动处理的。如需了解更多细节，请阅读 HTTP 1.1 规范： 

http://www.w3.org/Protocols/rfc2616/rfc2616-sec8.html#sec8.1 

http://www.w3.org/Protocols/rfc2616/rfc2616-sec14.html#sec14.11
http://www.w3.org/Protocols/rfc2616/rfc2616-sec14.html#sec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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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分块 

使用 HTTP 1.1 的客户端可接收分块响应。分块通常由 SOAP/WSDL 客户端自动处理。 

国际化和字符集 

API 支持完整的 Unicode 字符或 ISO-8859-1 字符。您的组织所用的字符集取决于所使用的 Salesforce 实例。如果您的组织登录到

ssl.salesforce.com，那么您的编码就是 ISO-8859-1。其他所有实例均使用 UTF-8。您可通过调用 describeGlobal()

和检查 describeGlobalResult 中返回的 encoding 值来确定您的组织使用的字符集。 

如果您的组织使用的是 ISO-8859-1 编码，那么发送至 API 的所有数据必须使用 ISO-8859-1 编码。超出有效的 ISO-8859-1 范围

以外的字符可能会被截掉或出错。 

注意：API 响应是使用您的组织所用的字符集编码的（UTF-8 或 ISO-8859-1）。无论是哪一种，SOAP 客户端通常会

为您处理编码的数据。 

XML 遵从性 

API 基于 XML，这就要求所有的文档格式良好。此项要求的部分意义在于 XML 文档中不允许使用某些 Unicode 字符，即便使用

转义字符也是不允许的，其他字符必须根据其位置编码。通常，这是由标准 SOAP 或 XML 客户端为您处理的。客户端必须能够

解析任何正常的 XML 转义序列，不能传入无效的 XML 字符。 

如前所述，某些字符即便使用转义形式也是不合法的。不合法字符包括 Unicode 替代块和其他一些 Unicode 字符。所有这些都

是不常用的控制字符，通常在任何数据中都不重要，并有可能致使许多程序出现问题。尽管在 XML 文档中不允许使用，但在

HTML 文档中允许使用这些字符，并可以在 Salesforce 数据中出现。不合法的字符将从 API 响应中删除。 

以下字符是不合法的： 

 0xFFFE 
 0xFFFF 

 控制字符 0x0 - 0x19，但以下字符是合法的：0x9、0xA、0xD、制表符、换行符和回车符 
 0xD800 - 0xDFFF 

对于 UTF-8 编码而言，Salesforce 仅支持 UCS-2 编码（双字节，Basic Multilingual Plane），不支持任何扩展 UCS-4 字符。

UCS-4 支持在任何系统中都非常罕见。UCS-2 是 Java 和 Windows 支持的编码。如需了解 XML 字符和字符集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http://www.w3.org/TR/REC-xml#char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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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非字符串字段和企业 WSDL 

如果您使用.Net 和企业 WSDL，那么.Net 将为每个非字符串字段生成一个额外的布尔型字段。例如，如果您的 MyField__c

或标准 LastModifiedDate 字段中包含日期值，.NET 将为各字段生成一个布尔型字段。在本例中，所生成的字段可能是

MyField__cSpecified 和 LastModifiedSpecified。这些字段值默认为 False。如果指定字段值为 False，那么相应

的原始字段中的值将不会包含在 SOAP 消息之中。 

例如，要将货币类型的字段 annualRevenue 中的值包含在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所生成的 SOAP 消息之中，

annualRevenueSpecified 的值必须设置为 True： 

account.annualRevenue = 10000; 
account.annualRevenueSpecified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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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出站消息 

 
本章内容： 

 了解出站消息 
 了解通知 

 设置出站消息 
 重要安全性考虑事项 
 了解出站消息 WSDL 
 构建侦听器 

出站消息允许您指定 Salesforce 内字段的更改，这可能导致将带有字段值的消息传递

给指定的外部服务器。 

出站消息是 Salesforce 工作流规则功能的一部分。工作流规则监视指定类型的字段更

改并触发自动 Salesforce 操作，例如发送电子邮件警报、创建任务记录或发送出站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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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出站消息 

出站消息使用 notifications()调用，在工作流规则触发时通过 HTTP(S)将 SOAP 消息发送至指定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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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出站消息之后，当触发事件发生时，一条消息将发送至指定的端点 URL。消息包含创建出站消息时指定的字段。当端点

URL 接收到此消息时，即可从消息中获得并处理信息。为此，您需要了解出站消息 WSDL。 

了解通知 

单独一条 SOAP 消息可包含多达 100 条通知。每条通知都包含对象 ID 和相关 sObject 数据的引用。请注意，如果在通知发送后

但送达前，对象中的信息发生了更改，则仅交付更新后的信息。 

如果您发出多个不连贯的调用，调用将成批处理为一条或多条 SOAP 消息。 

消息将在本地排队。一个独立的后台进程执行实际的发送操作，这是为了保持消息的可靠性： 

 如果端点不可用，消息将保留在队列中，直至成功发送或 24 小时之后。在 24 小时后，消息将从队列中删除。 
 如果消息无法交付，两次重试之间的间隔将呈指数延长，直至 大值，即两次重试之间间隔 2 小时。 

 消息的重试顺序与其在队列中的顺序无关。这可能会导致消息在送达后顺序错误。 
 您无法使用出站消息建立审计跟踪记录。尽管每条消息至少应被送达一次，但发送的次数可以超过一次。此外，如果发送

无法在 24 小时内完成，则消息无法被发送。 终，如上所述，源对象可能会在通知发送后、对象本身发送之前发生更改，

因而端点仅会接收到 新数据，而非中间更改的内容。 

 由于消息可发送多次，因而您的侦听器客户端应检查通知中提供的通知 ID，之后再进行处理。 

注意：您不需要再使用旧版本中要求的轮询，如今可在 Salesforce 出现事件时利用出站消息触发执行逻辑。在 API 的旧

版本中，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轮询 Salesforce 以查明是否发生了相关更改。由于在存在规则的情况下，大多数更改 终

都会触发工作流，因而您可利用它来根据 Salesforce 事件触发操作。 

出站消息所需的元数据，包括 notifications()调用的定义在内（将外发的 SOAP 消息发送至外部服务）都位于一个独立的

WSDL 中。这个 WSDL 是在工作流规则关联到出站消息之后，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创建并访问的。消息中提供的字段也是

在此 WSDL 中定义的。如需了解设置出站消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主题 Defining Outbound Messages。 

出站消息 WSDL 是可由 API 访问的唯一 WSDL。 

设置出站消息 

在使用出站消息之前，必须通过 Salesforce 用户界面进行设置： 

 设置用户配置文件 

 定义出站消息 
 下载 Salesforce 客户端证书 
 查看出站消息 
 跟踪出站消息状态



 

 535

设置用户配置文件 

可以通过出站消息创建循环更改。例如，如果一名用户执行触发工作流的集成，工作流操作触发帐户更新，帐户更新又触发了

工作流，这样就形成了无限循环。为了避免 Salesforce 中出现此类循环更改，您可禁用用户的出站消息访问权限。 

下面是循环更改的另一个示例： 

1. 配置出站消息，包含 sessionId，并在 User to send as 字段中指定用户。该用户并未被禁止出站消息。 

2. 联系人记录中的一项更改触发了指定用户的 sessionId 出站消息，发送至出站消息侦听器。 

3. 出站消息侦听器调用 Force.com API，更新触发出站消息的相同联系人记录。 

4. 更新触发出站消息。 

5. 出站消息侦听器更新记录。 

6. 更新触发出站消息。 

7. 出站消息侦听器更新记录。 

为了禁用一名用户的出站消息，可在用户的配置文件中选择 Disable Outbound Messages。Salesforce 推荐指定一名用户响应

出站消息，并为此用户禁用出站消息。 

定义出站消息 

为了定义出站消息，请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按此过程操作： 

1. 选择 Setup➤Create➤Workflow & Approvals➤Outbound Messages。 

2. 单击 New Outbound Message。 
3. 选择具有您希望包含在出站消息中的信息的对象，单击 Next。 

4. 配置出站消息。 

a. 为此出站消息输入名称和描述。 

b. 输入消息接收者的端点 URL。Salesforce 会向此端点发送一条 SOAP 消息。 

出于安全性方面的原因，Salesforce 将您可指定的外发端口限制如下： 

 80：此端口仅接受 HTTP 连接。 

 443：此端口仅接受 HTTPS 连接。 
 7000-10000（包含）：这些端口接受 HTTP 或 HTTPS 连接。 

c. 选择发送消息时所用的 Salesforce 用户，在 User to send as 字段中指定用户名。选定的用户将控制发送至端点的数据

的可见性。 

d. 如果您希望在出站消息中包含 Salesforce sessionId，可选择 Include Session ID。如果希望 API 从侦听器回叫

Salesforce，应在消息中包含 sessionId。sessionId 代表前面的步骤中定义的用户，而非触发工作流的用户。 

e. 选择希望包含在出站消息中的字段并单击 Add。 

5. 单击 Save。 

6. 在出站消息详情页面上，单击 Click for WSDL 链接查看与此消息关联的 WSDL。 

WSDL 绑定到出站消息，包含关于如何获得端点服务和向其发送哪些数据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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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没有这些选项，则表示您的组织未启用出站消息。请联系 salesforce.com 为您的组织启用出站消

息。 

下载 Salesforce 客户端证书 

您的应用程序（端点）服务器的 SSL/TLS 可能配置为要求客户端证书（双路 SSL/TLS），以在 Salesforce 服务器作为服务器的

客户端时验证其身份。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可从 Salesforce 应用程序用户界面下载 Salesforce 客户端证书。这是 Salesforce 随

各条出站消息发送以便验证的客户端证书。 

要下载此证书，请按以下过程操作： 

 单击 Setup Develop API 显示 WSDL Download 页面。 
 在 WSDL Download 页面中，右键单击 Download Client Certificate 并将其保存到本地驱动器上恰当的位置。 

 下载证书并将其导入应用服务器，将应用服务器配置为要求客户端证书。应用服务器将检查 SSL/TLS 握手中的证书是否与

您下载的证书一致。 

注意：您的应用服务器（端点）必须以证书链的形式发送任何中间证书，证书链必须为正确的顺序。正确的顺序如
下： 

1. 服务器证书 
2. 若服务器证书并非由根证书直接签发，则为签发服务器证书的任何中间证书。 

3. 签发第 2 步中证书的中间证书。 
4. 其他所有中间证书。不包含根证书颁发机构。根证书并非由您的服务器发送。Salesforce 已经拥有了包含可信任证

书列表的文件，证书链中的证书必须由根证书颁发机构签发。 

查看出站消息 

要查看现有出站消息，请单击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的 Setup Create Workflow & Approvals Outbound Messages。 

 单击 New Outbound Message 定义新的出站消息。 
 单击 View Message Delivery Status 跟踪出站消息的状态。 

 选择现有出站消息以查看其细节或查看使用它的工作流规则和认可流程。 

 单击 Edit 更改现有出站消息。 
 单击 Del 删除一条出站消息。 

跟踪出站消息状态 

要跟踪出站消息的状态，可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单击 Setup Monitoring Outbound Messages。也可单击 Setup 
Create Workflow & Approvals Outbound Messages，再单击 View Message Delivery Status。通过这个页面，您可执

行如下任务： 

 查看出站消息的状态，包括尝试发送的总次数。 

 通过单击任何工作流或认可流程操作 ID 查看触发出站消息的操作。 
 单击 Retry 将 Next Attempt 日期更新为现在。这将导致立即重发消息。 
 单击 Del 将出站消息从队列中永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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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性考虑事项 

为了安全地使用出站消息，必须确保无第三方可向端点发送消息且伪装为从 Salesforce 发送： 

 锁定客户端侦听器，仅接受来自 Salesforce IP 段的请求。这将确保消息确实来自 Salesforce，但无法确保其他客户不会访问

您的端点并发送消息。Salesforce 的 IP 段为： 

- 204.14.232.64 至 204.14.232.79 

- 204.14.234.64 至 204.14.234.79 

 使用 SSL/TLS。使用 SSL/TLS 使您在 Internet 上传输数据时更有信心。如果未使用 SSL/TLS，那么恶意的第三方用户可能

就会窃听您的数据。如果您传递的数据有保密要求，并且随消息发送了 SessionId，那么这一问题将更加重要。同样，我

们会验证在连接上提供的证书，确保其来自有效的证书颁发机构，还会检查证书中的域与 Salesforce 尝试连接的域相匹配。

这能防止与错误的端点通信。 
 如果应用服务器（端点）的 SSL/TLS 的配置允许，可在 Salesforce 服务器作为您的服务器的客户端时使用 Salesforce 客户

端证书验证 Salesforce 服务器的身份。关于下载证书的说明，请参阅“下载 Salesforce 客户端证书”。 
 每一条消息中都包含组织 Id（关于 ID 字段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应验证消息

中包含的组织 ID。 

了解出站消息 WSDL 

本章的剩余部分将探讨出站消息 WSDL 中的有关部分。根据您在为特定对象的特定事件设置出站消息时作出的选择，您的

WSDL 可能会有所不同。 

notifications() 

这一部分定义了 notifications()调用，它会创建一条出站消息，包含指定字段和指定的一个或多个对象的值，并将这些值

发送至指定端点 URL： 

<schema elementFormDefault="qualified" 
xmlns="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targetNamespace="http://soap.sforce.com/2005/09/outbound"> 

<import namespace="urn: enterprise. soap. sforce .com" /> 
<import namespace="urn:sobject.enterprise.soap.sforce.com" /> 

<element name="notifications"> 
<complexType> 

<sequence> 
<element name="OrganizationId" type="ent: 

ID" /> <element name="ActionId" type="ent:ID" 
/> 

<element name="SessionId" type="xsd:string" nillable="true" 
/> <element name="EnterpriseUrl" type="xsd: string" /> 

<element name="PartnerUrl" type="xsd: 
string" /> <element name="Notification" 
maxOccurs="100" 

type="tns :OpportunityNotification" /> 
</sequence> 

</complexType> 
</element>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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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下表理解通知方法定义中提到的元素： 

 
名称 类型 说明 

OrganizationId ID 发送消息的组织的 ID 

ActionId 字符串 触发消息的工作流规则（操作） 
SessionId 字符串 可选，响应出站消息的端点 URL 客户端所用的会话 ID。接收代码使用此元素回

叫 Salesforce 

EnterpriseURL 字符串 使用 Enterprise WSDL 时，API 回叫 Salesforce 所用的 URL 

PartnerURL 字符串 使用 Partner WSDL 时，API 回叫 Salesforce 所用的 URL 
Notification 通知 在下一节中定义，包含对象数据类型及其 Id，例如 OpportunityNotification 或

Contact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数据类型是在 WSDL 中定义的。在下面的示例中，根据 notifications()调用定义的 Notification 条目为机

会定义了一个 Notification： 

<complexType name="OpportunityNotification"> 
<sequence> 

<element name="Id" type="ent:ID" /> 
<element name="sObject" type="ens :Opportunity" /> 

</sequence
> 
</complexType> 

每个对象元素（本例中为机会）都包含在创建出站消息时选择的字段的子集。每个消息 Notification 还包含对象 ID，在跟踪您

已经处理的通知重发尝试时要使用此数据。 

notificationsResponse 

此元素是向 Salesforce 发送确认（ack）响应的模式。 

<element name="notificationsResponse"> 
<complexType> 

<sequence> 
<element name="Ack" type="xsd:boolean" /> 

</sequence
> 
</complexType> 

如果要确认多次，您可在本消息中确认所有通知。 

构建侦听器 

定义了出站消息、配置了出站消息端点之后，即可下载 WSDL 并构建侦听器： 

1. 右键单击 Click for WSDL 并选择 Save As，使用恰当的文件名将 WSDL 保存到本地目录。例如，对于处理头条新闻的出站

消息，可将 WSDL 文件命名为 leads.w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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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描述客户端发送至 Salesforce 的企业或合作伙伴 WSDL 不同，此 WSDL 定义 Salesforce 发送给您的客户端应用程

序的消息。 

3. 大多数 Web 服务工具都将为您生成存根侦听器，采用的方式与其为企业或合作伙伴 WSDL 生成客户端存根的方式大

体相同。请注意一些服务器端存根选项。 

例如，对于.Net 2.0： 

a. 使用.NET 2.0 运行 wsdl.exe/serverInterface leads.wsdl。这将生成

NotificationServiceInterfaces.cs，它定义了通知接口。 

b. 创建一个类，实现 NotificationServiceInterfaces.cs。 

c. 编写一个实现此接口的类，实现侦听器。完成此任务的方法有很多种。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首先将接口编译为

DLL（在 ASP.NET 中，DLL 需要置于 bin 目录内）： 

mkdir bin 

csc /t:library /out:bin\nsi.dll NotificationServiceInterfaces.cs 

再编写一个基于 ASMX 的 Web 服务，实现此接口。例如，在

MyNotificationListener.asmx 中： 

<%@WebService class="MyNotificationListener" language="C#"%> 
class MyNotificationListener : INotificationBinding 
{ public notificationsResponse notifications (notifications n) 

{ 
notificationsResponse r = new notificationsResponse(); 
r.Ack = true; 
return r; 

} 
} 

此示例是一个简单的实现，实际实现可能极为复杂。 

d. 在 IIS 中，为包含 MyNotificationListener.asmx 的目录新建一个虚拟目录，以部署服务。 

e. 现在即可在浏览器中查看服务页面，以测试部署的服务。例如，如果您创建的虚拟目录为 salesforce，则应访问

http://localhost/salesforce/MyNotificationListener.asmx。 

其他 Web 服务工具的流程大体相同，请查看您所用 Web 服务工具的文档。对于 Axis，建议您使用 1.1 或更新版本。 

您的侦听器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必须可通过公共 Internet 访问。 

 出于安全性方面的原因，Salesforce 将您可指定的外发端口限制如下： 

- 80：此端口仅接受 HTTP 连接。 

- 443：此端口仅接受 HTTPS 连接。 

- 7000-10000（包含）：这些端口接受 HTTP 或 HTTPS 连接。 

 为保证有效，证书的普通名称（CN）必须匹配端点服务器的域名，证书必须是由 Java 2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 

(J2SE) 5.0 (JDK 1.5)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签发。 

 如果您的证书过期，则消息传递将失败。 

警告：为了避免出站消息触发更改，而此更改又触发更多出站消息， 终造成无限循环，建议您使用其配置文件

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选中了 Disable Outbound Messaging 的用户更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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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数据载入和集成 
 

本章内容： 

 客户端应用程序设计 

 Salesforce 设置 
 适用于任何数据加载器的 佳实践 
 集成与单点登录 

如果您需要载入大量数据（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条记录），您可通过多种方法加速

数据载入过程。利用本章中介绍的内容，可以熟悉客户端应用程序设计、组织配

置和数据加载器 佳实践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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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应用程序设计 

您可通过多种设计应用程序，以提高大批数据加载的速度： 

 客户端高效准备数据。客户端可能是从.csv 文件、数据库或其他数据源读取数据。在载入数千条记录时，客户端数据操作

通常非常迅速。但对于大批量的操作而言，效率的一点点变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客户端要载入一百万条记录，那么使

每行操作节约百分之一秒就会节省下 55.5 个小时的时间。大多数客户端操作都是以毫秒计算的，如果您的客户端每条记录要

占用半秒钟的时间，那么就应该寻找优化的方法。 

Force.com Data Loader 是一种客户端应用程序，将数据载入或载出 Salesforce 对象。我们推荐使用 Data Loader 执行大容量插

入或更新。如需了解 Data Loader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What is Data Loader。 

 使用持久连接。打开套接字需要时间，主要是在打开 SSL/TLS 通信的套接字时（如果没有 SSL 或 TLS。API 请求将无法保

证安全）。HTTP 1.1 规范中包含对在多次请求间重用套接字的支持（持久连接），无需像 HTTP 1.0 那样，每次请求时重新

打开套接字。您的客户端是否支持持久连接取决于您所使用的 SOAP 产品。默认情况下，NET 使用持久连接，而 Apache 
Axis 默认不使用持久连接。如果您将配置更改为使用 Apache http-commons 库，那么您的客户端将使用 HTTP 1.1 规范和持

久连接。 

关于 HTTP 1.1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 持久连接”和

http://www.w3.org/Protocols/rfc2616/rfc2616-sec8.html#sec8.1。 

 小化请求数量。有一些与各请求有关的处理，以节约客户端的批处理时间，使之在每条请求中处理尽可能多的记录。将

batchSize 设置为上限 2,000。如果那不是 有效的批处理大小，API 将更改批处理大小。如需了解设置批处理大小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 QueryOptions。 
 小化请求的大小。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应在每条请求中发送尽可能多的记录，但也应发送尽可能小的请求。下载一个 2MB

的文件比下载 100MB 的文件更轻松快捷，因而客户端应用程序发送的数据越少，到达的速度就越快。为了 小化请求的大

小，可为请求和响应使用压缩。Gzip 是 流行的压缩类型，在 Force.com Developer Boards 的社区论坛中，有很多文章描

述了如何利用不同的 SOAP 产品实现压缩。在 Simon Fell 的博客中可查看完整的 Gzip 分析和讨论： 
http://www.pocketsoap.com/weblog/2005/12/1583.html。 

 尽可能使用 快的 Internet 连接。尝试通过拨号调制解调器载入一百万条记录绝对不是推荐的选择。API 仅能以您为其提供

数据的速度上载数据。 

 注意多线程处理。某些客户端应用程序会将较大的事务划分为多个记录集。多个线程将对不同的数据集运行相同的集成处

理 。 但 如 果 您 处 理 的 是 具 有 不 同 父 对 象 的 记 录 ， 那 么 就 不 应 使 用 多 线 程 处 理 ， 这 是 因 为 可 能 会 出 现

UNABLE_TO_LOCK_ROWS 错误，从而导致整个事务处理失败。 

例如，假设您每晚都更新联系人。运行多线程处理，在一个线程中处理所有以“A”开头的联系人，在另一个线程中处

理所有以“B”开头的联系人。但一个客户可能既有以“A”开头的联系人，也有以“B”开头的联系人，因而这两个联

系人将由不同的线程处理。在第二个线程尝试锁定父帐户时，它将遇到第一个线程已经设定的锁，此时将出现死锁。第

二个线程 终会超时。如果将客户中所有以“A”开头的联系人放置到一个线程中，将以“B”开头的联系人放置到另一

个线程中，就不会再出现此类争用问题了。 

Force.com Developer 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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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force 设置 

大多数处理都是在数据库内完成的。正确设置这些参数有助于数据库尽快完成处理： 

 启用或禁用 近使用（MRU）功能。标记为 近使用（MRU）的记录会列于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侧栏中的 Recent Item 部

分内。检查确认您并未为不需要的调用启用此功能。 

在 API 7.0 及更早的版本中，MRU 功能默认为禁用。要启用 MRU 功能。可创建此报头，并将 updateMru 设置为

true。下列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 MRU 功能： 

public void mruHeaderSample() {  
_MruHeader mru = new_MruHeader(); 
mru.setUpdateMru(true); 

binding.setHeader(new SforceServiceLocator() .getServiceName ().getNamespaceURI(),

"MruHeader", mru); 
Account acc = new Account(); 
acc.setName("This will be in the MRU"); 
try { 

SaveResult[] sr = binding.create(new SObject[]{acc}); 
System.out.println("ID of account added to MRU: " + 

sr[ 0] .getId());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An unexpected error occurred: " + e.getMessage()); 

} 
} 

 以具有 Modify All Data 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以避免共享规则。如果客户端应用程序作为有权通过共享规则访问数据的用户

登录，那么 API 必须执行额外的查询以检查访问权限。为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具有 Modify All Data 权限的用户登录。通常，

减少共享规则可加快载入速度，因为在设置所有权等属性时，需要执行的操作更少。 

此外，也可为某些对象设置组织级默认值，设置为在载入期间可公开读/写。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主题 Setting Your Organization-Wide Default Sharing Model。 

 避免工作流或分配规则。任何会导致操作后活动的举措都会使加载速度降低。如果所载入的对象无需使用自动化规则，那么

可以临时为这些对象禁用自动化规则。 

 避免触发级联更新。例如，如果您更新了客户的所有者，则与此客户关联的联系人和销售机会也需要更新。客户端应用程序

必须访问多个对象，而不是更新单独一个对象，这会大大减慢载入的速度。 

Force.com Data Loader 是数据载入的的典范。它会禁用 MRU，使用 HTTP/1.1 持久连接、为请求和响应应用 GZIP 压缩。如果

您正在执行数据加载，或正在编写您自己的 Java 集成且希望找到起点，那么 Force.com Data Loader 都可作为快速、可靠的解

决方案。关于 Force.com Data Loader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What is the Data Loader。 

适用于任何数据加载器的 佳实践 

本节介绍了使用 Force.com Data Loader 的 佳实践，但总体规则适用于任何客户端数据加载器： 

1. 确定要迁移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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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并不希望迁移整组数据——选择希望迁移的对象。例如，您可能希望仅迁移各客户的联系人信息，或仅迁移一个

特定部门的客户信息。 

2. 为数据创建模板。 

为每个对象创建一个模板，例如在 Excel 工作表中创建。 

确定各对象所需的字段。除了各标准对象的必需字段之外，可能还有额外的必需字段，如遵守业务规则所需的字段或遗

留 ID 字段。利用本指南或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的页面布局定义，了解标准对象有哪些必需字段。 

您可能希望使用红色突出显示必需字段，以便在填写好模板后更轻松地检查数据。 

您还应确定任何有序的依赖关系。对象可能具有强制关系，例如所有客户都有一个所有者，所有销售机会都与一个客户

关联。这些关系中的依赖关系表明了数据迁移的顺序。例如，对于 Salesforce 数据来说，您应首先载入用户，随后依次

载入客户和销售机会。 

要确定依赖关系，可查看相关列表，在给定对象的页面布局中查找字段，在数据库中查找 ID（外键）。 

3. 填写模板。 

在填写模板之前清理您的数据，之后在模板中查看数据。 

4. 迁移数据。 

创建自定义字段，存储遗留 ID 信息。可以选择为自定义字段设置 Externa lD 属性，以便为其编制索引。这将帮助维

护关系，并帮助您建立自定义报告以便进行验证。 

载入一条记录，检查结果，随后载入所有记录。 

5. 验证数据。 

使用所有这些技巧来验证您的迁移： 

 创建自定义报告，验证记录数并提供迁移的整体快照。 

 定点检查数据。 

 检查异常报告，查看哪些数据未被迁移。 

6. 根据需要重新迁移或更新数据。 

集成与单点登录 
 

警告：为了避免进入不可恢复的状态，不要为您的系统管理员帐户启用单点登录。如果启用，并且执行了失败的单
点登录集成，那么可能就无法再次登录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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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数据复制 
本章内容： 

 数据复制的 API 调用 

 数据复制的范围 
 数据复制步骤 

 特定于对象的数据复制要求 
 轮询更改 
 检查对象的结构更改 

API 支持数据复制，这允许您存储和维护组织相关 Salesforce 数据的本地、独立

副本，以用于特殊目的，如数据仓库、数据挖掘、自定义报告、分析和与其他应

用程序的集成。数据复制为您提供了本地控制和跨整个数据集运行大规模或即席

分析查询的能力，而无需在网络上传输所有这些数据。 

利用本章介绍的内容更好地理解数据复制的 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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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复制的 API 调用 

API 通过以下 API 调用支持数据复制： 

API 调用 说明 

getUpdated() 为特定对象检索指定时间段内更新（添加或更改）过的对象列表 

getDeleted() 为特定对象检索指定时间段内删除的对象列表 

 
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调用这些 API 调用，以确定组织数据中的哪些对象在给定时间段内已更新或删除。这些 API 调用会返回已更

新（添加或更改）或删除的对象的 ID 集合，以及表明其最后更新或删除时间的时间戳（协调世界时，即 UTC，而非本地时区

时间）。客户端应用程序负责处理这些结果，并将所需更改整合到数据的本地副本之中。 
 

数据复制的范围 

此特性提供了一种确定数据复制目标的机制（数据的单向复制）。它并未提供数据同步（数据的双向复制）或数据镜像功能。 

数据复制步骤 

下面是一个对象的典型数据复制过程： 

1. 可以选择确定对象结构在上一次复制请求之后是否发生了更改，如“检查对象的结构更改”一节所述。 

2. 调用 getUpdated()，传入对象和检索数据的时间段。 

请注意，getUpdated()将检索登录后的用户有权访问的数据 ID。在用户共享模型以外的的数据不会被返回。API 会返

回每一个您可见且有变化的对象的 ID，无论对象发生了怎样的更改。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3. 将所有 ID 传入一个数组。对于数组中的每个 ID 元素，调用 retrieve()获取相关对象的最新信息。随后必须对本地数

据进行恰当的处理，比如插入新行或使用最新信息更新现有行。 

4. 调用 getDeleted()，传入要检索数据的对象和时间段。与 getUpdated()类似，getDeleted()会检索已登录用户有

权访问的 ID。在用户共享模型以外的的数据不会被返回。API 会返回每一个您可见且有变化的对象的 ID，无论对象发生了

怎样的更改。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5. 遍历所返回的 ID 数组。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对本地数据进行恰当的处理，以删除（或标记删除）所删除的对象。如果

客户端应用程序无法使用检索的对象 ID 匹配本地数据中的行，那么本地数据行应该已被删除或从未创建，此时无法继续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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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以选择保存请求时间段，以供未来参考。您可使用 getDeleted()latestDateCovered 值或 getUpdated() 
latestDateCovered 值完成此任务。 

特定于对象的数据复制要求 

API 对象有以下数据复制要求： 

 getUpdated()和 getDeleted()调用可过滤结果，使客户端应用程序仅接收登录用户有权访问的新建或更新对象的 ID。

关于 I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D 字段类型”。 
 只要拥有足够的权限，客户端应用程序可复制任何对象。例如，要复制您的组织的所有数据，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必须以

View All Data 权限登录。更多信息，请参阅“影响数据访问的因素”。 

 登录的用户必须具有对象的读取访问权限。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Setting Your Organization-
Wide Default Sharing Model。 

 对象必须配置为可复制（replicateable 为 true）。要确定给定对象是否可复制，您的应用程序可在对象上调用

describeSObject()调用，并检查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的 replicateable 属性。 

轮询更改 

客户端应用程序通常会定期轮询更改的数据。轮询涉及以下考虑事项： 

 轮询频率取决于您的组织的 Salesforce 数据的更改需要以多快的速度反应到本地副本中。某些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每天轮

询一次以检索更改，而其他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每 5 分钟轮询一次，以获得 高的准确性。 

 被删除的记录将写入删除日志，getDeleted()可访问此日志。一个每两个小时运行一次的后台进程会在记录数超过指定

上限时删除组织删除日志中存在时间超过两小时的记录。该进程将从 旧的记录开始，将删除日志中条目删除至记录数再次

低于上限。这是为了保护 Salesforce，使之免于出现与大量删除日志有关的性能问题。上限使用以下公式计算： 

5000 * number of licenses in the organization 

例如，一个具有 1,000 份许可证的组织的删除日志中 多可有 500 万条记录，超出此数量将开始删除。如果删除是在您执行

getDeleted()调用之前进行的，则将返回 INVALID_REPLICATION_DATE 错误。如果遇到此异常，您应对表执行 full 
pull 操作。 

 API 会截取 dateTime 值的秒部分。例如，如果一个客户端应用程序提交了 12:30:15 和 12:35:15（协调世界时，即 UTC 时

间）之间的时间段，则 API 将检索 12:30:00 至 12:35:00（UTC 时间）之间发生更改的项目的信息。 

注意：开发工具处理时间数据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开发工具会报告本地实际，而其他一些工具仅报告协调世界时

（UTC）时间。要确定您的开发工具如何处理时间值，请参考其文档。 

 建议轮询的频率不要超过每 5 分钟一次。内置的控件可防止错误的应用程序过于频繁地进行数据复制 API 调用。 

 客户端应用程序应保存之前的数据复制 API 调用中使用的时间段，以使应用程序能够了解上一次数据复制成功完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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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确保数据本地副本的数据完整性，客户端应用程序需要在轮询过程中捕捉所有相关更改——即便是需要处理较多的数

据，也要确保无遗漏。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包含业务逻辑，以跳过已经集成到本地数据之中的对象的处理。 

 如果客户端应用程序出于某种原因未能按照预期轮询数据（例如，由于硬件崩溃或网络连接错误），那么也可能会出现遗

漏。客户端应用程序可包含业务逻辑，以确定 后一次成功复制和轮询，从而了解下一次连续的时间段。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本地数据出错，客户端应用程序也必须提供业务逻辑，以从零开始重建本地数据。 

注意：现在，您可以使用出站消息来触发操作，而无需进行轮询。 
 

检查对象的结构更改 

在 API 中，数据复制仅反映对象记录的更改。它不会确定对象的结构是否已更改（例如，为自定义对象添加或删除字段）。客

户端应用程序要负责检查给定对象的结构在上一次更新后是否发生了变化。在复制数据之前，客户端应用程序可对对象调用

describeSObjects()，随后将 describeSObjectResult 中返回的值与上一次 describeSObjects()调用保存的值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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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章 

特定于特性的考虑事项 
 
本章内容： 

 归档的活动 

 个人帐户记录类型 
 销售机会预测值覆盖业务规则 

 呼叫中心与 API 

 在 Force.com 上实现 Salesforce 集成 

在通过 API 进行访问时，某些 Salesforce 特性需要特殊的考虑。运用本章中介绍

的内容，了解关于活动、个人帐户、预测值覆盖业务规则、呼叫中心和创建您自

己的应用程序等方面的特殊考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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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的活动 

Salesforce 会归档超过 1 年的活动（任务与事件）。 

您可以使用 queryAll()查询所有已归档和未归档的任务和事件记录。还可以根据 isArchived 字段进行过滤，仅查找归档对

象。不能使用 query()，因为它会自动过滤掉所有 isArchived 设置为 true 的记录。您可以更新或删除归档的记录，但不能

更新 isArchived 字段。如果您使用 API 插入满足下面介绍的标准的活动，那么在归档后台进程下一次运行时，这些活动将被

归档。 

陈旧的事件和任务会根据下列标准归档。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用户要查看归档数据，仅能通过 Printable View，或在

Activity History 相关列表中单击 View All，或者通过高级搜索来查看。但在 API 中，归档的活动只能通过 queryAll()查

询。 

活动根据以下标准归档： 

 ActivityDateTime 或 ActivityDate 值大于或等于 365 天的事件。 
 IsClosed 值为 true 且 ActivityDate 值大于或等于 365 天的任务。 
 IsClosed 值为 true，ActivityDate 字段为空，创建日期超过或等于 365 天的任务。 

个人帐户记录类型 

API 8.0 及以后的版本提供了 Account 对象的一系列新记录类型：“个人帐户”记录类型。个人帐户记录类型支持特殊的企业对

消费者功能，面向向个人销售商品或开展业务的企业。例如，为个人帐户服务的医生、美发师或房地产代理。关于个人帐户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What is a Person Account 和 Person Account Behaviors。 

如果 Account 的 IsPersonAccount 字段设置为 true，则记录类型为个人帐户记录类型。Salesforce 提供了一个默认个人帐

户记录类型 PersonAccount，但管理员可创建更多个人帐户记录类型。相反，Account 的 IsPersonAccount 字段为 false 的

记录类型为“企业帐户”记录类型，这就是传统的企业对企业（B2B）Salesforce 帐户。 

创建个人帐户时（或将现有企业帐户更改为个人帐户时），将同时创建一条对应的联系人记录。这条联系人记录名为“个人联系

人”。个人联系人使个人帐户能够同时作为帐户和联系人。这是唯一可直接与个人帐户关联的联系人记录。同样，对应个人联系

人记录的 ID 存储在个人帐户的 PersonContactId 字段中。 

在使用个人帐户记录类型之前，请注意下面这些事实： 

 您可能需要联系客户服务代表以启用个人帐户特性。 
 您可使用类似于下面这样的查询，查找属于某个人帐户记录类型的所有记录： 

SELECT Name, SobjectType, 
IsPersonType FROM RecordType WHERE SobjectType='Account' 
AND IsPersonType=True 

 如果您对一个帐户执行 query()调用，结果将在 SojbectType 字段中返回根目录类型。这也就意味着所返回的值总

是 Account。 
 个人联系人可修改，但无法创建或删除。由于此类联系人没有自己的记录细节页面，因而客户端应将用户重定向到对应的

个人帐户（Account）页面。SOSL 结果将不包含任何在 IsPersonAccount 设置为 true 时启用的联系人字段。联系人

的 ReportsToId 字段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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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删除了一个帐户，联系人也会被删除。无法直接删除联系人，必须首先删除帐户。 
 您可以将一个帐户的记录类型更改为其他系列的记录类型（通常是在将企业帐户迁移为个人帐户时执行的，但不支持相反的

操作）。将记录类型从企业帐户更改为个人帐户时，将创建个人联系人。将记录类型从个人帐户更改为企业帐户时，个人字

段将被设置为空，个人联系人将成为指定联系人，与更改前具有相同的父帐户。 

注意：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无法将记录类型更改为其他系列的记录类型。 

 如果您使用 update()或 upsert()将企业帐户的记录类型更改为个人帐户，那么就无法在同一个调用中进行其他更改。如

果尝试在同一个调用中更改，则将返回 INVALID_FIELD_FOR_INSERT_UPDATE 错误。但可以在一次执行更改的调用中同

时将记录类型值从一种个人帐户记录类型更改为另一种，或从一种企业帐户记录类型更改为另一种。 
 将企业帐户转为个人帐户时，各企业帐户记录及其相应的联系人记录之间必须存在一对一的关系。此外，两类记录共有的字

段，如 Owner 和 Currency 必须为相同的值。 

 在涉及个人帐户的记录类型更改过程中，工作流和验证规则不会被处罚。要在个人帐户记录类型更改为企业帐户（或将企业

帐户记录类型更改为个人帐户）时触发工作流或验证规则，应设置一个独立的触发器，在更新完成后触发。 
 将企业帐户更改为个人帐户时，有效记录将被更改，而无效记录在结果数组中将显示为错误。 

 将个人帐户更改为企业帐户时，不执行任何验证。 
 版本 7.0 及更早版本中的 describeLayout()会将默认的企业帐户记录类型作为默认记录类型返回，即便标记的默认类型

为个人帐户记录类型。而在版本 8.0 及更新的版本中，将始终返回标记的默认类型。 

 版本 7.0 及更早版本中的 describeLayout()不会返回任何个人帐户记录类型。 
 如果配置文件无权访问任何企业记录类型，则版本 7.0 及更早版本中的 describeSObject()将 Account 对象显示为不

可创建。 

 在转换之后，新的个人帐户与构成个人帐户的联系人记录将具有唯一的一对一关系。对于所有个人帐户来说都是如此，无其

他联系人可与一个个人帐户关联。 

 在转换之后，任何现有帐户字段历史信息都将保留在个人帐户之中。任何现有联系人字段历史信息都将保留在联系人之中，

但不会添加到个人帐户字段历史记录中。 

关于个人帐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销售机会预测值覆盖业务规则 

可自定义的预测是在 Salesforce 中跟踪收入数据的首选方法。如果您的组织启用了可自定义的预测，那么具有 Override 
Forecast 权限的用户可覆盖其自己及其直接下属的预测值。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Overriding 
Customizable Forecasts。 

您可利用以下对象来检索销售机会预测值覆盖信息： 

 OpportunityOverride 
 LineitemOverride 

这些只读对象会保留与预测相关的 新值的 新记录，无论这些值直接派生自销售机会还是反映了销售机会预测值覆盖操作。派

生的值存储在这些对象中，与销售机会对象分离，这是为了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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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覆盖记录（无论覆盖的是否是特定值），则将使用 OpportunityOverride 或 LineitemOverride 中存储的 Amount、

Quantity、Forecast Period、Forecast Category 值和 LineitemOverride 的 UnitPrice 值计算记录中指定

OwnerID 的预测值。这些对象代表了用户对于 Opportunity 或 OpportunityLineItem 的预测性观点，也可能反映了销售机会所有

者或预测层次结构中指定用户下属的预测经理的覆盖值。如果不存在覆盖记录，则将使用 Opportunity 或 OpportunityLineItem
中存储的值，用户不会看到任何覆盖信息。 

在预测层次结构中，每个非叶层的一名用户将被指定为预测经理。预测经理在查看下属用户拥有的销售机会时（如果用户具有

Allow Forecasting 权限），会检查 Opportunity Detail 页面上的 Opportunity Forecast Related List。预测经理的预测包括来自

其下属的贡献。其他同样作为预测经理的用户仅能查看其预测中反映的销售机会。 

注意：牢记本节同时提到了预测经理和销售机会所有者。在描述从用户开始，沿预测层次结构进行移动时，若非另行

说明，应始终是有序进行的。关于预测经理和预测层次结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 

如果您的组织具有地区管理职能，将由地区层次结构提供预测数据。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中的 What is Territory  
Management。 

OpportunityOverride 生命周期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仅在特定条件下创建、更新或删除，且仅针对相关用户。 

注意：由于 LineitemOverride 记录总是拥有一个位于 OpportunityOverride 对象中的父记录，且具有相同的

OpportunityId 和 OwnerId，这部分内容首先解释了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的生命周期，随后解释了仅与

LineitemOverride 记录有关的其他行为。 

创建销售机会覆盖 

预测经理可编辑其下属用户拥有的销售机会的销售机会预测相关列表，覆盖与预测有关的值（比如 Amount、Quantity、

Forecast Period 和 ForecastCategory）。此外，销售机会所有者可更改自己拥有的销售机会的预测相关值（比如

ForecastCategory、StageName、Amount 和 CloseDate）。ForecastCategory 还有其他治理规则，请参阅“特殊情

况：预测分类”了解更多信息。 

用户为特定销售机会记录设置首次覆盖时，将创建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并为销售机会所有者和预测层次结构中高于预测

所有者的全部预测经理写入恰当的值。值将根据各用户在层次结构中的位置存储在其记录之中——低于执行覆盖的用户的用户

将保留原值。其他用户将获得覆盖值，以及未覆盖的其他销售机会值。 

设置后续覆盖值时，新值将写入执行覆盖的用户的记录和在预测层次结构中高于此用户的其他预测经理的记录，直至达到现有

覆盖值。 

如果在 Forecast Setting 页面中启用了 Quantity Forecasting，仅可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覆盖 Quantity，而 Amount 仅在启

用了 Revenue Forecasting 时方可覆盖。 

注意：销售机会所有者可在 Opportunity Forecast 编辑页面中执行的任何更改都将应用到 Opportunity 记录以及相关

的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 

更新销售机会值和销售机会覆盖值 

只要 Opportunity 记录本身更新了与销售机会预测有关的值，销售机会所有者和预测层次结构中高于销售机会所有者的预测经 
理的 OpportunityOverride 中的对应记录都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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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遇到 初的覆盖值。销售机会所有者仅能覆盖 ForecastCategory，但除了 ForecastCategory 之外，她/他还可在

Opportunity Forecast 编辑页面中编辑 CloseDate 和 StageName。所有三个字段均对应于 Opportunity 记录，无论是在

Opportunity Forecast 编辑页面还是 Opportunity 编辑页面上作出更改，结果都是相同的。 

对以下 Opportunity 字段的更改也会影响 OpportunityOverride 中的记录： 

 如果新的 CloseData 属于原有 CloseDate 以外的其他预测期，则 CloseDate 影响将影响预测 PeriodId。在这种情

况下，销售机会所有者和预测层次结构中高于预测所有者的所有预测经理的销售机会覆盖记录中的 OpportunityOverride 
PeriodId 将更新，直至遇到第一个 PeriodId 覆盖。 

 CurrencyType IsoCode 更改总是会导致销售机会所有者的 OpportunityOverride 更新。除非 Amount 更改，否则其他所有

对象都不会更新，而 Amount 往往会发生更改。 
 如果启用了地区管理，则 Opportunity 中的地区更改将影响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销售机会所有者的

OpportunityOverrides 将使用新地区更新，此外还会为预测层次结构中高于销售机会所有者的预测经理插入或更新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对于在新销售机会地区内的地区不再高于销售机会所有者（存储在覆盖记录中）的预测经理

来说，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也会被删除。也就是说，即便销售机会所有者在更新前后都是一名预测经理的下属，如

果他们转到其他地区，预测经理也会失去旧地区的 OpportunityOverrides，而会为新地区创建新记录。 
 在 Opportunity 设置为 Closed Won（StageName 值为 Closed Won）时，OpportunityOverride 中的

AmountInherited、QuantityInherited 和 PeriodInherited 字段将设置为 true，相应的值将被更新，以匹配

Opportunity（如果两者不同）。OpportunityOverride ForecastCategoryInherited 标记也被设置为 true，

Opportunity ForecastCategory 设置为 Closed，除非被覆盖为 Omitted。Omitted 是 Closed Won 销售机会的唯一有

效的 ForecastCategory 覆盖值。 

 Opportunity 设置为 Closed Lost 时，Amount 和 PeriodInherited 标记将设置为 true，相应的值将被更新，以匹配

Opportunity（如果两者不同）。ForecastCategoryInherited 标记被设置为 true，如果当前值不是 Omitted，
ForecastCategory 将被设置为 Omitted。 

删除销售机会覆盖记录 

除非出现以下触发事件，否则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不会被删除： 

 一个销售机会被删除。 
 预测层次结构中出现更改，如特定 OpportunityOverride 所有者不再高于销售机会所有者，或不再是相关角色或地区内

的预测经理。 

 一个销售机会独立转移或在客户转移的过程中转移至新所有者或地区。 

 一名用户的 Allow Forecasting 权限被取消。 

当某个销售机会转给新所有者时，新所有者的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将按需添加，在预测层次结构中不高于新所有者的预测

经理的所有用户的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都将被删除，可能包括过去的销售机会所有者。同样，将按照需要为预测层次结构

中高于新所有者的所有预测经理更新或插入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在转移过程中，对销售机会所有者的限制将严格实施。

如果新所有者位于原所有者的预测层次结构中，并且曾经做出过覆盖，而如今作为销售机会所有者已不再有效，例如 Amount 覆
盖，那么相应的派生标记将被设置为 true，销售机会中的值将被刷新。 

特殊情况：预测分类 

还有一条应用于 ForecastCategory 值的规则：如果在并非所选阶段默认预测分类的新销售机会中设置了

ForecastCategory，或更新了一个销售机会的现有 ForecastCategory，则将按照上述内容为相关用户创建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由于只有销售机会所有者才能直接在销售机会记录上更新 ForecastCategory，因而会将这种场

景视为销售机会所有者进行的 ForecastCategory 覆盖（用户的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的

ForecastCategoryInherited 标记为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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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itemOverride 对象生命周期 

本节的其他内容将介绍其他应用于单项产品覆盖的规则。 

创建单项产品覆盖 

总是会为每个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创建完整的 LineitemOverride 记录集，以反映 Opportunity 记录的已有单项产品。当用

户在销售机会级别或单项产品级别执行覆盖，或在 Opportunity Edit 中编辑 Forecast Category（只有销售机会所有者才能执行

此项操作）时， 终创建的 Opportunity 和 LineitemOverride 记录是相同的。 

更新单项产品覆盖 

“更新销售机会值和销售机会覆盖值”一节中的所有信息均适用于更新 LineitemOverride 记录，但有如下不同之处： 

 如果用户或下属用户尚未为特定单项产品在销售机会级别覆盖预测分类，覆盖将向下级联应用到子 LineitemOverride 记录。

这也就是说，在用户建立销售机会级预测分类覆盖时，如果更新此用户或其任何上级用户的单项产品预测分类值，则任何由

下属预测经理执行的单项产品级的预测分类覆盖都将优先处理。而相反的情况则并非如此。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的预

测分类永远不会因为响应任何用户的 LineitemOverride 记录预测分类覆盖而更新。当用户在单项产品级设置预测分类覆盖

时，覆盖值将写入设置覆盖的用户和预测层次结构中高于此用户的预测经理的 LineitemOverride 记录，直至遇到现有覆盖

值。 

 Unit Price、Total Price 和 Quantity 的销售机会单项产品值若发生更改，将存储在销售机会所有者和预测层次结

构中高于销售机会所有者的用户的 LineitemOverride 记录中，直至遇到该字段的 初覆盖值。Quantity 仅在 Forecast 
Settings 页面中启用了 Quantity Forecasting 时才能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中覆盖。Unit Price 和 Total Price 仅可

在启用了 Revenue Forecasting 的情况下才能覆盖。 

覆盖 Quantity 或 Unit Price 时，Total Price 将被计算并写入相关的 LineitemOverride 记录。覆盖 Total Price 但

未覆盖 Unit Price 时，Unit Price 将被计算并写入相关的 LineitemOverride 记录。如果两者均被覆盖，则不进行任何计

算。计算将应用于包含覆盖值的 LineitemOverride 记录和继承覆盖值的相关 LineitemOverride 记录。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

LineitemOverride 记录，若对当前记录执行了覆盖或记录继承了下属预测经理执行的覆盖，我们将根据上述规则计算 Total 

Price 或 Unit Price。 

注意，如果您在 Setup➤Customize➤Forecasts➤Forecast Settings➤Forecast Date 下拉列表中选择了 Schedule Date
值，则无法覆盖这些值： 

 如果根据 Revenue 或 Revenue 和 Quantity 进行预测，则 OpportunityLineItem 记录拥有 Revenue 安排，无法覆盖 Unit 

Price 和 Total Price。 

 如果根据 Quantity或 Revenue 和 Quantity进行预测，则 OpportunityLineItem 记录拥有 Quantity安排，无法覆盖 Quantity。 

删除单项产品覆盖 

只要删除了一个单项产品，就会为所有用户删除与该单项产品相关的 LineitemOverride 记录，这与销售机会的情况类似。同

样，销售机会转移和预测层次结构更改也会以影响销售机会覆盖的相同方式影响单项产品覆盖。也就是说，如果删除了一条

OpportunityOverride 记录，所有 OpportunityId 和 OwnerId 匹配的子 LineitemOverride 记录也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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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中心与 API 

API 通过 describeSoftphoneLayout()调用提供了对关于计算机电信集成（CTI）呼叫中心信息的访问。您必须为您的组

织启用了 CTI 集成特性。如需帮助，请联系您的客户服务代表。 

API 支持对呼叫中心相关对象的受限访问，包括能够创建呼叫中心、创建或修改呼叫中心的附加号： 

主题 说明 

CallCenter 呼叫中心对象描述，包括字段和使用情况 

AdditionalNumber 配置设置，如果无法轻松分类为用户、联系人、领导、帐户或其他对象，允许您添加附

加号。示例包括电话队列或会议室 

 
此外，还可为现有对象添加一些字段，以支持呼叫中心。下表提供了呼叫中心运作的配置设置： 

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属性 说明 

OpenActivity 

ActivityHistory 

Task 

CallDisposition 字符串 Create (Task only)

Filter 

Nillable 

Update (Task only)

表示给定呼叫的结果，例如“我们

将回电”或“成功呼叫”。上限为

255 个字符。 
对于 Task 对象，对应于可为空的 
Salesforce 用户界面标签 Call Result
您还可以在 Task 中为此字段创建

和更新值 

OpenActivity 

ActivityHistory 

Task 

CallDurationInSeconds 整型值 Create (Task only)

Filter 

Nillable 

Update (Task only)

呼叫时长，单位为秒。 
对于 Task 对象，您还可以为此字

段创建和更新值 

OpenActivity 

ActivityHistory 

Task 

CallObject 字符串 Filter 

Nillable 

Update (Task only)

呼叫中心的名称。上限为 255个字

符。 
对于 Task 对象，您还可以为此字

段创建和更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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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名称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                       说明 

属性  

OpenActivity 

ActivityHistory 

Task 

CallType 下拉列表 Create (Task only) 

Filter 

Nillable 

Restricted 

picklist 

Update 

应答的呼叫类型：呼入、内部或呼出。 

对于 Task 对象，您还可以为此字段创建

和更新值 

User 
CallCenterId 引用 Create 

Filter 

Nillable 

Update  

与此用户相关的呼叫中心的唯一标识符 

User 
User 
Permissions 
Call 
CenterAutoLogin 

布尔型 Create 

Update 表示一名用户能否在登录 Salesforce 应用程

序时自动登录呼叫中心：true 为是，false

为否 

 

在 Force.com 上实现 Salesforce 集成 

您可在 Force.com 平台上实现 Salesforce 集成或其他客户端应用程序，只需创建一个 Force.com AppExchange 应用程序： 

1. 创建一个 WebLink，将用户会话 ID 和 API 服务器 URL 传递给外部站点： 

https://www.your_tool.com/test.jsp?sessionid={!API_Session_ID}&url={!API_Partner_Server
_URL_80} 

使用 https 确保会话 ID 不会被检测到。 

2. 上一步中提到的页面会获取会话 ID，并使用它回叫 API。使用 getUserInfo()返回与会话相关的 userID 和其他信息。

如果有必要，您还可以对 User 对象使用检索，检索所需的其他用户相关信息。 

3. 在 UserId 或用户名和系统中对应的用户 ID 之间维护一个交叉索引，可通过在用户单击选项卡时执行的 WebLink 或页面

布局中的 WebLink 实现。 
4. 参阅 Salesforce 在线帮助主题 Preparing Your Apps for Distribution 中的说明，打包并上传此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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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AJAX Toolkit 
一个围绕 API 的 JavaScript 包装器，支持执行任何 API 调用并访问有权从 JavaScript 代码内部查看的任何对象。更多信息，

请参阅 AJAX ToolkitDeveloper’ Guide。 

匿名块，Apex 
一段 Apex 脚本，不仅存储在 Salesforce 中，还能够通过使用 ExecuteAnonymousResult() API 调用或 AJAX 
Toolkit 中的等效方法来编译和执行。 

Apex 
Force.com Apex 代码是一种强类型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支持开发人员在 Force.com 平台服务器上调用 Force.com API 来执

行流和事务控制语句。Apex 使用了结构类似于 Java 而行为类似于数据库存储过程的语法，支持开发人员将业务逻辑添加到大

多数系统事件中，包括按钮单击、相关记录更新和 Visualforce 页面。Apex 脚本可通过 Web 服务请求和从对象上的触发器启

动。 

Apex 托管共享 

支持开发人员以编程方式操作共享，以支持他们的应用程序的行为。Apex 托管共享仅供自定义对象使用。 

应用程序 

标签、报告、指示板和 Visualforce 页面等解决特定业务需求的组件集合。Salesforce 提供了 Sales and Call Center 等标准应

用程序。可以自定义标准应用程序来匹配您的工作方式。此外，可以将一个应用程序打包并连同自定义字段、自定义标签和自

定义对象等相关组件一起上传到 Force.comAppExchange。然后，可以向 AppExchange 的其他 Salesforce 用户公开该应用程

序。 

AppExchange 目录 

一个 Web 目录，其中包括数百个可供 Salesforce 客户查看、演示、评论和/或安装的应用程序。如果希望与社区共享自己

的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可以提交自己的应用程序，以便在 AppExchange 上列出。 

AppExchange 升级 

升级应用程序也就是安装新版本的过程。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计算机系统、库或应用程序提供的接口，支持其他计算机程序请求其中的服务和彼此交换数据。 

http://www.salesforce.com/appexchange/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jax/index.htm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jax/index.htm
http://www.salesforce.com/us/developer/docs/ajax/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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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布尔运算符 

可以在报告过滤器中使用布尔运算符来指定两个值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两个值之间的 AND 运算符会导致搜索同时包含

这两个值的结果。类似地，两个值之间的 OR 运算符会导致搜索包含其中任何一个值的结果。 

C 

标注 

一种将信息发送到一个外部 Web 服务并接收结果的方法。例如，在 Apex 中，标注方法必须使用@ future 进行注释。 

子关系 
在一个 sObject 上定义的一种关系，该 sObject 引用位于一对多关系中的“一”端的另一个 sObject。例如，联系人、销

售机会和任务与客户之间都拥有子关系。 

另请参阅 sObject。 

类，Apex 
一个模板或蓝图，Apex 对象是从中创建的。一个类可以包含其他类、用户定义方法、变量、异常类型和静态初始化代码。

在大多数情况下，Apex 类是在 Java 中的等效实体上建模而来。 

客户端应用程序 

一个在 Salesforce 用户界面之外运行并且仅使用 Force.com API 的应用程序，通常在一个桌面或移动设备上运行。这些应

用程序将平台当作数据源，使用它们的目标工具和平台的开发模型。另请参阅“复合应用程序”和“本机应用程序”。 

组件，Visualforce 

可以添加到一个 Visualforce 页面中的某种实体，带有一组标记，比如<apex: detail>。Visualforce 包含大量标准组

件，您也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组件。 

组件引用，Visualforce 

标准和自定义 Visualforce 组件的一个描述，在您的组织中公开。您可以从任何 Visualforce 页面的开发脚注或 Visualforce
开发人员指南访问组件库。 

控制器，Visualforce 

一个 Apex 类，为 Visualforce 页面提供它需要运行的数据和业务逻辑。Visualforce 页面可以使用每个标准或自定义对象默

认附带的标准控制器，也可以使用自定义控制器。 

控制字段 
任何标准或自定义 Picklist 或复选框字段，它们的值控制一个或多个相应的依赖字段中的可用值。 

自定义应用程序 
参阅“应用程序”。 

自定义字段 

除标准字段以外，可以添加到自定义 Salesforce 以满足您组织需要的字段。 

自定义帮助 
可以为您组织的独特组件（如自定义字段和自定义对象）提供的自定义帮助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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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链接 
由管理员定义的自定义 URL，用于将您的 Salesforce 数据与外部网站和后台系统集成在一起。以前称为 Web 链接。 

自定义对象 
支持存储您组织中的独特信息的自定义记录。 

自定义 S 控件 

在自定义链接中使用的自定义 Web 内容。自定义 s 控件可以包含能够在浏览器中显示的任何类型的内容，比如 Java 小程

序、Active-X 控件、Excel 文件或自定义 HTML Web 表单。 

D 

数据库 

一个有序的信息集合。Force.com 平台的底层体系结构包括一个存储数据的数据库。 

数据库表 

一个关于您想要记录的人、事物或概念的信息列表，使用行和列表示。另请参阅“对象”。 

数据加载器 

一个 Force.com 平台工具，用于在您的 Salesforce 组织中导入和导出数据。 

数据操作语言（DML） 
一种 Apex 方法或操作，用于在 Force.com 平台数据库中插入、更新或删除记录。 

Date Literal 

SOQL 或 SOSL 查询中的一个关键词，表示一个相对的时间范围，比如 last month 或 next year。 

小数位数 
数字、货币和百分数等自定义字段的参数，表示可以在小数点右边输入的总字位数，例如，此参数为 2 时输入 4.98。注

意，系统会在必要时对十进制数进行舍入。例如，如果在 Decimal Places 为 2 的字段中输入 4.986，该数字将会四舍五

入为 4.99。 

委托身份验证 
一种安全过程，使用一个外部权威机构来对 Force.com 平台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依赖字段 

任何自定义 Picklist 或多选选择列表字段，根据在相应的控制字段中选定的值来显示可用值。 

开发人员版本 

一个免费、全功能的 Salesforce 组织，旨在让开发人员使用 Force.com 平台进行扩展、集成和开发。开发人员版本帐户可

在 developer.force.com 上获得。 

Developer Force 

Developer Force 网站 developer.force.com 为平台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资源，包括示例代码、工具包、在线开发人员社区，

以及获得受限的 Force.com 平台环境的能力。 

文档库 
一个存储文档的位置，不将它们附加到帐户、联系人、销售线索或其他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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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电子邮件提醒 

电子邮件提醒是一些工作流和审批操作，由工作流规则或审批流程使用一个电子邮件模板生成并发送给指定的收件人，无

论是 Salesforce 用户还是其他人。 

电子邮件模板 

一种表单电子邮件，用于传达一条标准消息，比如对新员工的欢迎信或确认已收到客户服务请求的信函。电子邮件模板可

以通过合并字段进行自定义，可以以文本、HTML 或自定义格式编写。 

企业版本 
一种面向较大型、更复杂的企业的 Salesforce 版本。 

企业 WSDL 

一种强类型 WSDL，面向仅希望与其 Salesforce 组织集成的客户，或者使用 Tibco 或 webMethods 等工具来构建需要强类

型转换的集成的合作伙伴。企业 WSDL 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仅适用于单一 Salesforce 组织模式，因为它要求所有唯一的对

象和字段都存在于组织的数据模型中。 

实体关系图（ERD） 

一种数据建模工具，帮助将数据组织为实体（在 Force.com 平台中称为对象）并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关键 Salesforce 对

象的 ERD 图，请参阅 Force.com 的 Web Services API 开发人员指南。 

F 
字段 

对象的一部分，持有一个特定的信息片段，比如文本或货币值。 

字段级安全 

一组设置，根据用户的配置文件来确定字段是隐藏的、可见的、只读的还是可编辑的。仅适用于企业、完整和开发人员

版。 

Force.com 
用于在云中构建应用程序的 salesforce.com 平台。Force.com 组合了功能强大的用户界面、操作系统和数据库，支持在云

中为整个企业自定义和部署应用程序。 

Force.com 网站 
此特性允许 Salesforce 组织以外的用户访问 Force.com 应用程序。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一种基于 Web 服务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支持访问您的 Salesforce 组织的信息。 

外键 

此字段的值与另一个表中的主键相同。可以将外键看作另一个表的一个组件的副本。如果一个表中的外键值与另一个表中

的主键值相匹配，那么这两个表就会建立一种关系。 

公式字段 
一种类型的自定义字段。公式字段自动根据合并字段的值、表达式或其他值自动计算自己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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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内置的公式，可以使用输入参数对它们进行自定义。例如，DATE 函数根据给定的年、月和日创建一个日期字段类型。 

G 

阳历年 

一种日历，基于在全球许多国家/地区使用的 12 个月结构。 

团体版 

一种面向具有有限的用户的小型企业和工作组的产品。 

H 

HTTP 调试器 

一个应用程序，可用于识别和检查从 AJAX Toolkit 发送的 SOAP 请求。它们的行为类似于在本地机器上运行的代理服务

器，支持检查和编写各个请求。 

I 

ID 

参阅“Salesforce 记录 ID”。 

内联 S 控件 
一种 s 控件，在记录细节页面或指示板内部显示，而不是在其自己的页面上显示。 

实例 

一个承载组织的数据并运行组织的应用程序的服务器。Force.com 平台在多个实例上运行，但是任何单一组织的数据始终

会合并到一个实例上。 

集成用户 
一个由客户端应用程序或集成单独定义的 Salesforce 用户。也指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上下文中的注册用户。 

ISO 代码 

国际标准组织提供的国家/地区代码，用两个字母表示每个国家/地区。 

J 

接合对象 

一个具有两种主从复合关系的自定义对象。使用自定义接合对象，可以在两个对象之间建模一种“多对多”关系。例如，

一个名为 Bug 的自定义对象可以与标准案例对象相关联，这样，一个 bug 可以与多个案例相关联，一个案例也可以与多个

bug 相关联。 

K 
此条目下没有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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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许可证管理应用程序（LMA） 

一个免费的 AppExchange 应用程序，支持跟踪销售潜在客户和从 AppExchange 下载您的托管软件包的每位用户的帐户。 

许可证管理组织（LMO） 

一个用于跟踪安装了您的软件包的所有 Salesforce 用户的 Salesforce 组织。一个许可证管理组织必须安装许可证管理应用

程序（LMA）。您的软件包每次被安装或卸载时，它会自动接收通知，以便您轻松通知用户进行升级。可以指定任何企

业、完整或开发人员版组织作为您的许可证管理组织。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alesforce.com/appexchange/publishing。 

列表视图 

帐户基于特定条件的一种项目（如帐户或联系人）列表显示。Salesforce 提供了一些预定义视图。 

在控制台中，列表视图根据特定条件显示记录的列表视图的顶级框架。可以选择在控制台中显示的列表视图与在其他对

象的标签上定义的列表视图相同。无法在控制台内部创建列表视图。 

地区 

用户所在的国家或地理区域。此设置会影响日期和数字字段的格式，例如英语（美国）地区的日期显示为 06/30/2000，而

英语（英国）地区的日期显示为 30/06/2000。 

在专业、企业、完整和开发人员版组织中，用户自己的 Locale 设置会覆盖组织的 Default Locale 设置。在个人和团

体版组织中，组织级地区字段称为 Locale，而不是 Default Locale。 

注册用户 

在一个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上下文中，用于登录到 Salesforce 的用户名。客户端应用程序在注册用户的权限

和共享设置下运行。也称为集成用户。 

M 

托管包 

作为一个单元在 AppExchange 上发布且与一个名称空间和一个许可证管理组织相关联的应用程序组件集合。一个包必须经

过托管才能在 AppExchange 上公开发布和支持升级。一个组织可以创建一个可由多个不同组织下载和安装的托管包。与非

托管包不同，托管包中的一些组件是锁定的，支持托管包在以后进行升级。非托管包不包含锁定组件且无法升级。此外，

托管包会在订阅组织中混淆某些组件（如 Apex），以保护开发人员的知识产权。 

手动共享 

记录级的访问规则，支持记录所有者为可能无权通过其他方式访问记录的其他用户提供读取和编辑权限。 

多对多关系 
一种关系，关系的每一端可以在另一端拥有多个孩子。多对多关系通过使用接合对象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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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复合关系 

两种不同类型的记录之间的一种关系，用于使这两种记录彼此关联。例如，帐户与销售机会之间具有主从复合关系。这种

关系类型会影响记录删除、安全性，要求页面布局上必须有查找关系字段。 

元数据 

关于一个组织及其任何部分的结构、外观和功能的信息。Force.com 使用 XML 来描述元数据。 

元数据 WSDL 

一种 WSDL，面向想要使用 Force.com Metadata API 调用的用户。 

多租户体系结构（Multitenancy） 

一种应用程序模型，其中的所有用户和应用程序共享单一、通用的基础设施和代码库。 

N 

名称空间 

打包上下文中的一个由 1~15 个字符组成的字母数字标识符，用于区分您的包及其内容与 AppExchange 上其他开发人员

的包，类似于域名。Salesforce 自动为您的 Salesforce 组织中的所有唯一组件名添加您的名称空间前缀，后跟两个下划

线（_ _）。 

本机应用程序 

一种使用 Force.com 上的设置（元数据）配置独立构建的应用程序。本机应用程序不需要任何外部服务或基础设施。 

O 

对象 

对象支持在 Salesforce 组织中存储信息。对象是所存储信息类型的总体定义。例如，案例对象支持存储与用户查询相关的

信息。对于每个对象，组织将有多条记录来存储关于该数据类型的特定实例的信息。例如，可以用 1 个案例记录来存储关

于 Joe Smith 的培训查询信息，并使用另一个案例记录来存储关于 Mary Johnson 的配置问题信息。 

对象级帮助 

可以为任何自定义对象提供的自定义帮助文本。它显示在自定义对象记录主页（概述）、细节和编辑页面上，以及列表视

图和相关列表中。 

对象级安全 

一种设置，支持管理员向用户隐藏所有标签和对象，使他或她不知道存在这种类型的数据。在平台上，使用用户配置文件

中的对象权限来设置对象级访问规则。 

onClick JavaScript 
在单击一个按钮或链接时执行的 JavaScript 代码。 

一对多关系 

一种关系，其中的一个对象与许多其他对象相关联。例如，一个帐户可能有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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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范围默认设置 

一组设置，支持在组织中指定用户拥有的数据访问权限的基准级别。例如，可以使任何用户能够看到已在他们的用户配置

文件中启用的特定对象的任何记录，但是他们需要额外的权限才能编辑这些记录。 

出站呼叫 
由一个用户发起的对 Salesforce CRM Call Center 内的一个呼叫中心以外的号码的任何呼叫。 

出站消息 

将您指定的信息发送给您指定的一个端点（如外部服务）的工作流和审批操作。出站消息将指定字段中的数据以 SOAP
消息的形式发送给端点。出站消息在 Salesforce 设置菜单中配置。然后必须配置外部端点。可以使用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为消息创建一个监听器。 

覆盖图 

当将鼠标悬停在某个用户界面元素上时，覆盖图将显示额外的信息。根据覆盖图的设置，将鼠标移开，单击覆盖图之外的

地方或单击关闭按钮时，将关闭覆盖图。 

所有者 
向其分配记录（如联系人或案例）的个体用户。 

 
PaaS 

参阅“平台即服务”。  

包 
一组 Force.com 组件和应用程序，通过 AppExchange 向其他组织公开。使用包来将一个应用程序与任何相关组件捆绑

在一起，以便将它们一起上传到 Force.com AppExchange 上。 

包依赖关系 

当一个组件引用另一个组件、权限或首选项时创建，组件必须存在依赖关系才有效。组件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标准或自定义字段 

 标准或自定义对象 
 Visualforce 页面 

 Apex 脚本 

权限和首选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部门 
 多货币 

 记录类型 

包安装 

将包的内容合并到您的 Salesforce 组织中。AppExchange 上的一个包可以包含 1 个应用程序、1 个组件或两者的组合。安

装包之后，可能需要在包中部署组件，使其可供组织中的用户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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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发布 

发布包会将包在 Force.com AppExchange 上向公众公开。可以在特定类别下或通过搜索关键词来查找应用程序。 

包注册 

注册包使您能够访问关于从 Force.com AppExchange 访问或下载您的应用程序的用户的信息。 

包版本 

包版本是上传到包中的一组组件。它由一个版本编号“主要编号.次要编号”来表示，比如 2.1。非托管包无法升级，所以

这类包版本只是一组用于分发的组件。包版本对于托管包更加重要。包可以针对不同的版本表现不同的行为。通过发布后

续的包版本，发布者可以使用包版本来不断改进其托管包中的组件，而不会使用包来破坏现有的用户集成。 

包 

一组 Force.com 组件和应用程序，通过 AppExchange 向其他组织公开。使用包来将一个应用程序与任何相关组件捆绑

在一起，以便将它们一起上传到 Force.com AppExchange 上。 

父帐户 

一个帐户从属于或归其所有的组织或公司。通过为一个帐户指定一个父帐户，可以使用查看层次结构（View Hierarchy）
链接获得所有父/附属关系的全局视图。 

合作伙伴 WSDL 

一个弱类型 WSDL，面向想要构建可以跨多个 Salesforce 组织工作的集成或 AppExchange 应用程序的客户、合作伙伴和

ISV。使用此 WSDL，开发人员负责使用正确的对象表示法来编组数据，这通常涉及到编辑 XML。但是，开发人员也不用

依赖于任何特定的数据模型或 Salesforce 组织。与此相反，企业 WSDL 是强类型的。 

个人版 

专门面向个体销售代表和单个用户的产品。 

个人信息 

用户信息，包括个人联系信息、配额、个人分组信息和默认销售团队。 

下拉列表 

为特定字段（例如，帐户的 Industry 字段）提供的选项选择列表。用户可以从一个选项列表中选择一个值，而不用

直接在字段中输入值。另请参阅“主下拉列表”。 

下拉列表（多选） 

为特定字段提供的选项选择列表。多选下拉列表支持用户选择一个或多个值。用户可以双击一个值来选择它，也可以按住

Ctrl 键并单击一个值来选择额外的值，还可以使用箭头图标将它们移动到选择框中。 

Picklist 值 
在下拉列表中为特定字段显示的选择。一些值是预定义的，其他值可以由管理员更改或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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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即服务（PaaS） 

一种环境，开发人员在其中使用服务提供商提供的编程工具来创建应用程序并将其部署到云中。应用程序以服务的形式承

载并通过互联网提供给客户。PaaS 供应商提供了一个 API 来创建和扩展专门的应用程序。PaaS 供应商还负责对已部署的

应用程序和每位客户的数据执行日常维护、操作和支持。服务减轻了编程人员在自己的硬件、软件和相关 IT 资源上安装、

配置和维护应用程序的需要。服务可以使用 PaaS 环境交付给任何细分市场。 

平台版 

一个基于企业版或完整版的 Salesforce版本，不包含任何标准 Salesforce CRM 应用程序，如 Sales or Service & Support。 

主键 

一种关系数据库概念。关系数据库中的每个表都有 1 个字段，该字段中的数据值唯一地标识记录。该字段称为主键。如果

一个表中的外键与另一个表中的主键相匹配，那么这两个表之间就会建立一种关系。 

生产组织 

一个允许活动用户访问数据的 Salesforce 组织。 

专业版 

一个面向需要全功能 CRM 的企业的 Salesforce 版本。 

Q 

队列 
在处理项目之前保存项目的区域。Salesforce 在许多特性和技术中使用队列。 

Query Locator 

从 query()或 queryMore() API 调用返回的一个参数，指定返回的 终结果记录的索引。 

查询字符串参数 
包含在 URL 中的一个名称-值对，通常位于“?”字符之后。例如： 

http://na1.salesforce.com/001/e?name=value 

R 
记录 

一个 Salesforce 对象的单一实例。例如，John Jones 可能是一个联系人记录的名称。 

Record Name 

所有 Salesforce 对象上的一个标准字段。只要 Force.com 应用程序中显示了一个记录名称，显示的值就会被标识为到该

记录的详细视图的链接。一个记录名称可以是无格式文本，也可以是一个自动编号字段。Record Name 不需要是唯一的

值。 

Record Type 
针对某些记录的一个字段，可以包含该记录的部分或所有标准和自定义选择列表值。记录类型是一类特殊字段，可以将其

与配置文件关联，以使所包含的 Picklist 值仅能够被具有该配置文件的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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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级安全 

一种控制数据的方法，支持您允许特定用户查看和编辑一个对象，然后限制允许该用户查看的记录。 

回收站 
一个页面，允许您查看和恢复已删除的信息。可以使用边栏中的链接访问回收站。 

相关对象 

当特定类型的记录在控制台的详细视图中显示时，由管理员选择在控制台的微型视图中显示的对象。例如，当详细视图中

包含一个案例时，管理员可以选择在微型视图中显示相关联的帐户、联系人或资产。 

关系 

两个对象之间的连接，用于创建页面布局的相关列表和报告中的详细级别。两个对象的指定字段中的匹配值用于链接相关

数据，例如，如果一个对象存储了有关公司的数据，而另一个对象存储了有关人员的数据，那么可以使用一个关系来找到

哪个人在该公司工作。 

关系查询 

在 SOQL 上下文中，一个遍历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以识别和返回结果的查询。在 SOQL 查询中，父到子和子到父语法是不

同的。 

报告类型 

指定可用作一份报告的基础的对象和字段。除了预定义的标准报告类型，可以创建自定义报告类型来满足更高级的报告需

求。 

角色层次结构 

一种记录级安全设置，定义不同的用户级别，使具有更高级别的用户能够查看和编辑由角色层次结构中位于他们之下的用

户拥有或共享的信息，无论具有怎样的组织范围共享模型设置。 

汇总字段 
一种字段类型，自动提供主从复合关系中的子记录的总值。 

运行用户 

该用户的安全设置决定了指示板中显示的数据。因为只能为一个指示板指定一个运行用户，所以能够访问指示板的所有用

户都会看到相同的数据，无论他们具有怎样的个人安全设置。 

S 

SaaS 

参阅“软件即服务（SaaS）”。 

S 控件 
在自定义链接中使用的自定义 Web 内容。自定义 s 控件可以包含能够在浏览器中显示的任何内容类型，例如 Java 小程序、

Active-X控件、Excel 文件或自定义 HTML Web 表单。 

注意：S 控件已被 Visualforce 页面取代。2010 年 1 月之后，salesforce.com 将删除创建和分发新 s 控件的功能。现

有 s 控件不受影响。 

Salesforce SOA（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 
Force.com 的一项强大功能，支持从 Apex 内部调用外部 Web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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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箱组织 

Salesforce 生产组织的一个几乎相同的副本。可以在独立的环境中针对各种用途（如测试和培训）创建多个沙箱，不会危

及生产环境中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的安全。 

搜索条件/标准 

特定字段上的条件，挑选将要包含在列表视图或报告中的项目，比如 State equals California。 

搜索布局 

搜索结果、查找对话框和标签主页上的键列表中的字段的组织结构。 

搜索短语 

搜索短语是用户在 www.google.com 上搜索时输入的查询。 

会话 ID 

当用户成功登录到 Salesforce 时返回的一个身份验证令牌。会话 ID 使用户想在 Salesforce 中执行另一个操作时不必再次

登陆。记录 ID 或 Salesforce ID 则不同，它们是与 Salesforce 记录的唯一 ID 相关的术语。 

会话超时 

一个会话 ID 在过期之前保持有效的期限。尽管当用户在 Web 接口中工作时一个会话始终有效，但通过 API 实例化的会话

将在会话超时期间内过期，无论还有多少事务正在发生。 

设置 

一个管理区域，可以在其中自定义和定义 Force.com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 Salesforce 页面顶部的 Setup 链接访问设置。 

共享 

允许其他用户查看或编辑您拥有的信息。可以采用多种不同方式来共享数据： 

 共享模型——定义用户拥有的对彼此的信息默认组织范围访问级别，以及在确定数据访问权限时是否使用层次结构。 

 角色层次结构——定义不同的用户级别，使具有更高级别的用户能够查看和编辑由角色层次结构中位于他们之下的用

户拥有或共享的信息，无论具有怎样的组织范围共享模型设置。 
 共享规则——允许管理员指定由给定小组或角色中的用户创建的所有信息自动与另一个小组或角色的成员共享。 

 手动共享——允许各位用户与其他用户或小组共享特定帐户或销售机会。 
 Apex 托管共享——支持开发人员以编程方式操作共享，以支持他们的应用程序的行为。参阅“Apex 托管共享”。 

共享模型 
由管理员定义的行为，决定用户对不同记录类型的默认访问权限。 

共享规则 

由管理员创建的默认共享类型。允许指定小组或角色中的用户访问由给定小组或角色中的用户创建的所有信息。 

站点 

Force.com 站点支持创建直接与您的 Salesforce 组织集成的公共网站和应用程序，无需用户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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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Snippet） 

一种 s 控件类型，设计用于包含在其他 s 控件中。类似于由一段代码中的其他方法使用的帮助器方法，片段支持维护单一

的 HTML 或 JavaScript 副本，您可以在多个 s 控件中重用这个副本。 

SOAP（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一个协议，定义一种传递 XML 编码数据的统一方式。 

软件即服务（SaaS） 

一种交付模型，其中的软件应用程序以服务的形式承载并通过互联网提供给客户。SaaS 供应商负责对应用程序和每位客户

的数据执行日常维护、操作和支持。该服务减轻了编程人员在自己的硬件、软件和相关 IT 资源上安装、配置和维护应用程

序的需要。服务可以使用 SaaS 环境交付给任何细分市场。 

SOQL（Salesforce 对象查询语言） 
一种查询语言，支持构造简单但功能强大的查询字符串，以及指定应该用于从 Force.com 数据库选择数据的条件。 

SOSL（Salesforce 对象搜索语言） 
一种查询语言，支持使用 Force.com API 执行基于文本的搜索。 

标准对象 

Force.com 平台中包含的一种内置对象。也可以构建自定义对象来存储您应用程序的独特信息。 

联合 Feed 

支持用户订阅 Force.com 站点内的变更并接收外部新闻阅读器中的更新。 

系统日志 

一个独立的窗口控制台，可用于调试代码片段。在窗口底部输入想要测试的代码并单击 Execute（执行）。系统日志正文显

示系统资源信息，比如执行一行代码所花的时间或者执行了多少次数据库调用。即使未运行完，控制台也将显示调试信息。 

T 

测试方法 

一种 Apex 类方法，验证一个特定的代码片段是否正常工作。测试方法不接受任何参数，也不向数据库提交任何数据，并且

可由 runTests()系统方法通过命令行或在一个 Apex IDE（如 Force.com IDE）中执行。 

转换工作台 

管理设置区域，用户可以在其中转换自定义字段名称、Picklist 值、记录类型和页面布局分节。转换工作台还决定哪些用户

转换不同的语言。 

触发器 

一段 Apex 代码，在数据库中插入、更新或删除特定类型的记录之前或之后执行。每个触发器借助一组上下文变量来执行，

这些变量能够访问导致触发器触发的记录，所有触发器都在批量模式下运行，也就是说，它们一次处理多个记录，而不是

一次处理一个记录。 

触发器上下文变量 
能够访问关于触发器的信息和导致触发器触发的记录的默认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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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单元测试 

单元是应用程序中 小的可测试部分，通常为一个方法。单元测试对这段代码进行操作，以确保其正常工作。另请参阅

“测试方法”。 

完整版 

完整版是 salesforce.com 的旗舰级解决方案，旨在 大化 CRM 成功和通过 Force.com 平台在整个企业中扩大这种成功。 

非托管包 

一种 AppExchange 包，无法由开发人员升级或控制。非托管包支持获取任何应用程序组件，并将其“按原样”移动到

AppExchange 上，而不用经过漫长的发布过程。 

URL（统一资源定位符） 

一个网站、文档或互联网上的其他资源的全局地址。例如 http://www.salesforce.com。 

URL S 控件 
此 s 控件包含一个外部 URL，承载着应该在一个页面上呈现的 HTML。当通过此方式保存时，HTML 由一个外部网站承载

和运行。URL s 控件也称为 Web 控件。 

V 

验证规则 
一条规则，如果记录不满足指定的标准，则阻止对它进行保存。 

Visualforce 

一个简单的、基于标记的标记语言，支持开发人员为在平台上构建的应用程序轻松地定义自定义页面和组件。每个标记与

一个粗粒度或细粒度组件（如页面的一部分、一个相关列表或一个字段）相对应。组件既可以由标准 Salesforce 页面中使

用的相同逻辑来控制，开发人员也可以将他们自己的逻辑与使用 Apex 编写的控制器相关联。 

W 
Web 控件 

参阅“URL S 控件”。

Web 链接 

参阅“自定义链接”。

Web 服务 

一种机制，使用这种机制，两个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交换数据，即使它们运行在不同的平台上，使用不同的语言

编写，或者在地理位置上彼此相隔很远。 

WebService 方法 

一种可由外部系统使用的 Apex 类方法或变量，比如第三方应用程序的 s 控件或 mashup。Web 服务方法必须在一个全局类

中定义。 

Web 标签 

一种自定义标签，支持用户从应用程序内部使用外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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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和审批操作 
工作流和审批操作包括可由工作流规则或审批流程触发的电子邮件提醒、任务、字段更新和出站消息。 

工作流操作 
当满足工作流规则时触发的电子邮件提醒、文件更新、出站消息或任务。 

工作流电子邮件提醒 

一种工作流操作，当一条工作流规则被触发时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工作流任务仅能分配给应用程序用户，与工作流任务不

同，工作流提醒可以发送给任何用户或联系人，只要他们具有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工作流字段更新 
一种工作流操作，在一条工作流规则被触发时更改记录上的特定字段的值。 

工作流出站消息 

一种工作流操作，将数据发送到外部 Web 服务，比如另一个云计算应用程序。出站消息主要在复合应用程序中使用。 

工作流队列 

一个工作流操作列表，这些操作被设计为根据具有一个或多个时间相关工作流操作的工作流规则进行触发。 

工作流规则 

工作流规则在其指定的条件被满足时触发工作流操作。可以将工作流操作配置为在记录满足工作流规则中的条件时立即执

行，也可以设置时间触发器来在一个具体时刻执行工作流操作。 

工作流任务 

一种工作流操作，当工作流规则被触发时将一个任务分配给一个应用程序用户。 

包装器类 

此类抽象常用功能，比如登录、管理会话以及查询和批处理记录。包装器类使集成更易于开发和维护，将程序逻辑放在一

个位置，而且支持在组件之间轻松重用。Salesforce 中的包装器类示例包括 AJAX Toolkit（一个围绕 Salesforce Web 
Services API 的 JavaScript 包装器）、CTI Adapter for Salesforce CRM Call Center 中的 CCritical Section 等包装器

类，以及创建为一个客户端集成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使用 Force.com Web Services API 访问 Salesforce）的一部分的包

装器类。 

WSDL（Web 服务描述语言）文件 

一个 XML 文件，描述与 Web 服务往来的消息格式。开发环境的 SOAP 客户端使用 Salesforce 企业 WSDL 或合作伙伴

WSDL 通过 Salesforce Web Services API 与 Salesforce 通信。 

X 

此条目下没有术语。 

Y 

此条目下没有术语。 

Z 

此条目下没有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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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History 对象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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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Share 对象 114 
AccountTag 对象 116  
AccountTeamMember 对象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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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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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对象 142 
BrandTemplate 142 
BusinessProcess 对象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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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中心与 API 554 
CallCenter 对象 148  
CallOptions 报头 518   
调用 

convertLead 374  
create() 378 
delete() 383 
describeGlobal()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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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Object() 484 
describeSObjects 486 
describeSObjects() 486  
describeSoftphoneLayout() 497  
describeTabs() 498  
emptyRecycleBin() 386 
getDeleted() 388  
getServerTimestamp()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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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UserInfo() 502  
invalidateSessions()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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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queryAll()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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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ieve()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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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aignShare 对象 157 
CampaignTag 对象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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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对象 159 CaseComment 对象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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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OwnerSharingRule 对象 166  
CaseShare 对象 167 
CaseSolution 对象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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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Tag 对象 170  
CaseTeamMember 对象 171 
CaseTeamRole 对象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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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TeamTemplateMember 对象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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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13 
在 SOQL SELECT 中保留的字符 417  
在 SOSL FIND 中保留的字符 451  
子关系 426 

识别父与子关系 432 
HTTP 分块 530 
密码索引长度 69 
客户证书下载 536 
CallOptions 报头中的客户端参数 518  
Community 对象 177 
比较操作符 412 
压缩 529 
条件表达式（WHERE 子句） 411  
HTTP 持久连接 529 
Contact 对象 178 
ContactHistory 对象 183 
ContactOwnerSharingRule 对象 184  
ContactShare 对象 184 
ContactTag 对象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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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类型要求 527 
Contract对象 186  
ContractContactRole对象 190  
ContractHistory对象 191  
ContractStatus对象 192  
ContractTag对象 193  
规范  

SOQL 410 
SOSL 448 

convertLead()调用 374  
count() 417 
create()调用 378 
CreatedById字段53  
CreatedDate字段53 
Salesforce CSS界面主题 77  
使用SOSL查询货币字段 461  
CurrencyType对象 194 
自定义对象 58 

D 

API数据类型和Salesforce字段类型 36  
数据库服务器实例 527 
日期格式 422 
日期字面值 422 
DatedConversionRate对象 195 
delete()调用 383 
删除和级联删除 57 
describeGlobal()调用 474  
describeLayout()调用 476  
describeSObject()调用 484  
describeSObjects调用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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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对象 195 
DivisionLocalization对象 197 
Divisions，在SOSL中过滤 460 
Document对象 198  
DocumentAttachmentMap 201 
DocumentTag对象 202 

E 

有效的定期货币 195  
EmailHeader报头 518  
EmailMessage对象 202  
EmailServicesAddress对象 204  
EmailServicesFunction对象 205 
EmailStatus 209 
EmailTemplate对象 201、210  
emptyRecycleBin()调用 386  
企业WSDL和.Net  531 
EntityHistory对象 213 
错误处理 66 
引用字符串内的转义序列  417 
Event对象214 
EventAttendee对象 221  
EventTag对象 222 
会话ID过期 67  
外部ID字段 469 

F 

Feed服务URL语法 436  
字段表达式 412 

字段类型 32 
字段 

.Net和企业WSDL非字符串字段的
处理 531  

外部ID字段 469 
系统字段 53 

FIND和Apex 452 
FIND子句，SOSL 449 
FiscalYearSettings对象 223  
Folder对象 224 
ForecastShare对象 226 
外键空值和关系查询 431 

G 

getDeleted()调用 388 
getServerTimestamp()调用 501 
getUpdated()调用 391  
getUserInfo()调用 502  
Group对象 227 
GroupMember对象 228 

H 

报头 
AllowFieldTruncationHeader 515 
AssignmentRuleHeader 517 
CallOptions 518  
EmailHeader 518  
LocaleOptions 520 
LoginScopeHeader 520 
MruHeader 521 
PackageVersionHeader 522 
QueryOptions 523  
SessionHeader 523  
SOAP 515 
UserTerritoryDeleteHeader 524 

Holiday对象 229  
HTTP分块 530 
HTTP持久连接 529 

I 

ID字段53 
Idea对象 231 
IdeaComment对象 234 
对象和字段的隐含安全限制 71  
IN子句，SOSL 452 
国际化 530 
invalidateSessions()调用 394 
ISO-8859-1 530 

L 

LastModifiedById字段 53 
LastModifiedDate字段53 
Lead对象 234 
LeadHistory对象 244 
LeadOwnerSharingRule对象 244 
LeadShare对象 245  
LeadStatus对象 246  
LeadTag对象 247  
LIMIT 419 
LIMIT子句，SOSL 460 
限制API请求（API使用测量） 527  
LineItemOverride对象 248 
LocaleOptions报头 520  
本地化和字符集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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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运算符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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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69 
登录服务器URL 526  
login()调用 396 
LoginScopeHeader 520  
logout()调用 399 
查找关系 57 

M 

MailMergeTemplate对象 249 
托管包 

包设置 64 
将API数据类型映射到Salesforce 字段类型 36 
主从复合关系 57 
merge()调用 400 
API使用测量527  
MruHeader报头 521  
在多货币组织中使用SOSL查询货币字段 461 

N 

Note对象 252 
NoteAndAttachment对象 253 
NoteTag对象 254 
通知 534 
出站消息WSDL中的notifications() 调用 537  
外键空值和关系查询 431 

O 

对象 
Account 101 
AccountContractRole 110 
AccountHistory 111 
AccountOwnerSharingRule  
111 
AccountPartner 113  
AccountShare 114  
AccountTag 116 
AccountTeamMember 117 
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 118 
AccountTerritoryAssignmentRuleItem 
119 
ActivityHistory 121 
AdditionalNumber 124 
ApexClass 126 
ApexComponent 127  
ApexPage 129 
ApexTrigger 131  
Approval 133 
Asset 135 
AssetTag 137 
AssignmentRule 138  
AsyncApexJob 139  
Attachment 140 
Bookmark 142 
BrandTemplate 142  
BusinessProcess 147 
CallCenter 148 
Campaign 149 
CampaignMember 153 
CampaignMemberStatus 155 
CampaignOwnerSharingRule 156 
CampaignShare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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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59 
CaseComment 163  
CaseContactRole 165  
CaseHistory 165 
CaseOwnerSharingRule 166 

CaseShare 167 
CaseSolution 168 CaseStatus 169 
CaseTag 170 
CaseTeamMember 171 
CaseTeamRole 171 
CaseTeamTemplate 172 
CaseTeamTemplateMember 173 
CaseTeamTemplateRecord 173 
CategoryData 174  
CategoryNode 174 
CategoryNodeLocalization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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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178 
ContactHistory 183 
ContactOwnerSharingRule 184 
ContactShare 184 
ContactTag 186  
Contract 186 
ContractContactRole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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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Tag 193  
CurrencyType 194  
自定义对象 58 
DatedConversionRate 195 
Division 195 
DivisionLocalization 197 
Document 198 
DocumentAttachmentMap 201 
DocumentTag 202  
EmailMessage 202 
EmailServicesAddress 204 
EmailServicesFunction 205 
EmailStatus 209  
EmailTemplate 210  
EntityHistory 213 
Event 214 
EventAttendee 221  
EventTag 222  
FiscalYearSettings 223  
Folder 224 
ForecastShare 226  
Group 227 
GroupMember 228  
Holiday 229 
idea 231 
idea comment 234  
Lead 234 
LeadHistory 244 
LeadOwnerSharingRule 244 
LeadShare 245 
LeadStatus 246 
LeadTag 247 
LineItemOverride 248 
MailMergeTemplate 249 
Note 252 
NoteAndAttachment 253 NoteTag 
254 
OpenActivity 255  
Opportunity 257 
OpportunityCompetitor 262 
OpportunityContactRole 263 
OpportunityFieldHistory 264 
OpportunityHistory 265 
OpportunityLineItem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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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 270  
OpportunityOverride 272 
OpportunityOwnerSharingRule 274  
OpportunityPartner 275 
OpportunityShare 276 
OpportunityStage 277 
OpportunityTag 279 
OpportunityTeamMember 278 
OrgWideEmailAddress 289 
Partner 289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 291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 292  
PartnerRole 294 
Period 295 
Pricebook2 296 PricebookEntry 299 
ProcessInstance 300 
ProcessInstanceHistory 301 
ProcessInstanceStep 302 
ProcessInstanceWorkitem 303 
Product2 304 
Profile 309 
QuantityForecast 311 
QuantityForecastHistory 315 
QueueSobject 316 RecordType 317 
RecordTypeLocalization 319 
RevenueForecast 320 
RevenueForecastHistory 325 
Scontrol 326 
ScontrolLocalization 328 
SelfServiceUser 330  
Solution 332 
SolutionHistory 334 SolutionStatus 335 
SolutionTag 335  
标准对象 94  
StaticResource 336 TagDefinition 338  
Task 340 
TaskPriority 345  
TaskStatus 346  
TaskTag 347 
Territory 348 
User 349 
UserAccountTeamMember 359  
UserLicense 360  
UserPreference 362 
UserRole 363 
UserTeamMember 364 
UserTerritory 365  
vote 366 
WebLink 367 
WebLinkLocalization 371 

OpenActivity对象 255  
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 412  
逻辑运算符 416 

Opportunity对象 257  
OpportunityCompetitor对象 262  
OpportunityContactRole对象 263  
OpportunityFieldHistory对象 264  
OpportunityHistory对象 265  
OpportunityLineItem对象 266  
OpportunityLineItemSchedule对象 270  
OpportunityOverride对象 272 
OpportunityOwnerSharingRule对象 274 
OpportunityPartner对象 275 
OpportunityShare对象 276 

OpportunityStage对象 277 
OpportunityTag对象 279 
OpportunityTeamMember对象 278 
ORDER BY 418 
ORDER BY子句，SOSL 459 
OrgWideEmailAddress对象 289 
出站消息 

和通知 534 
构建侦听器 538 
配置用户配置文件 535 
定义 535  
简介532 
WSDL中的notification调用 537 
端口限制 535 
安全性 537  
设置 534  
跟踪 536  
了解 533 
查看 536 

P 

包API访问 71  
PackageVersionHeader报头 522 
合作伙伴关系 426 

识别 432 
Partner对象 289 
PartnerNetworkConnection对象 291 
PartnerNetworkRecordConnection对象 
292  
PartnerRole对象 294 
Period对象 295 
持久连接 529  
下拉列表 

多选下拉列表 489  
picklistValues 489 
restrictedPicklist 489 
单选下拉列表 489 

出站端口的端口限制 73 
Pricebook2对象 296 
PricebookEntry对象 299  
process()调用 403 
ProcessInstance 对象 300 
ProcessInstanceHistory 对象 301 
ProcessInstanceStep 对象 302 
ProcessInstanceWorkitem 303 Product2 
对象 304 
Profile对象 309 

Q 

QuantityForecast对象 311 
QuantityForecastHistory对象 315  
query()调用 405 
SOQL概述 409 
queryAll()调用 436 
queryMore()调用 438 
QueryOptions报头 523 
QueueSobject对象 316 
引用字符串转义序列417 

R 

近使用的项目列表和更新调用 521  
RecordType对象 317 
RecordTypeLocalization对象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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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名称 426 
自定义对象和自定义字段 428  

关系查询 426 
外键空值 431  
history 对象 435 
识别父与子关系 432  
限制 434 
概述 427 
合作伙伴WSDL 435 
多态键 433 
理解结果 430 

关系 
子对象中的父引用字段 54  

内容类型要求 527 
SOQL SELECT中的保留字符 417  
SOSL FIND中的保留字符 451  
resetPassword()调用 505 
retrieve()调用 442 
RETURNING子句，SOSL 453  
RevenueForecast对象 320  
RevenueForecastHistory 对象 325 
Role，参阅UserRole  36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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