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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文档适用范围 

本文主要面向的是基于 BAP的实施人员。 

1.2 名词解释 

名词 解释 

应用入口 通过 http://....:9797/bap 入口访问系统。 

用途：实施人员进行参数制作的入口以及最终用户的访问入口。 

管理入口 通过 http://....:9797/bap_manage 入口访问系统。 

用途：进行系统功能的配置，首页的制作等。 

  

  

  

 

1.3 标记符号 

 

符号 说明 示例 

 背景+斜体 子系统、模块、功能名称 首页>常用>我的工作台 

 半角括号 窗体可视标签 请在[标题]区域输入工作流标题 

 加粗+下划线 按钮或热链接 点击办理按钮 

 双引号 界面提示文字 “任务已经发送给 XXX” 

  
帮助 

帮助：XXX 

  
提醒 

提醒：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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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XXX 

  
重要 

重要：XXX 

  
技巧 

技巧：XXX 

 

2 部署实例（DNA Server Manager） 

详见《DNA3.1 久其研发与应用平台 Server manager 用户手册》。 

 

3 系统设置 

在管理入口进入系统，进行系统设置操作；下面分别介绍几个功能。 

 

3.1 入口和主页面配置 

一进入管理界面就会看到该页签，而且每个管理界面都必然存在该页签。该页签主要设置各

个入口的登录页和主页面的配置信息，例如：标题、图标、版权、附加信息等。 

3.1.1 可使用系统功能 

该功能主要是配置管理入口中的功能页签的（如下图），选中管理员界面，在“可使用系统

功能”中，添加已选功能，保存后，刷新界面，该管理入口则会出现已选功能中的功能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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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可使用系统功能） 

3.1.2 可配置系统功能 

“可使用系统功能”中有个功能为“系统功能配置”，“可配置系统功能”就是用于配置“系

统功能配置”的（如下图）。 

 

（图：可配置系统功能） 

 

（图：系统功能配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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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主页面设置 

设置某个登录入口中主界面的样式，包括 logo、背景、版权等等。 

 

（图：主页面配置） 

 

通过“功能按钮配置”中的功能 

 

（图：功能按钮配置） 

 

 

3.1.4 登录入口设置 

设置某个登录入口中登录界面的样式，包括 logo、日期选择、验证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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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登录入口配置） 

 

 

3.2 功能菜单管理 

向功能树中添加菜单，在普通用户入口中，各个功能可以通过树形的结构进行展现。 

 

 

3.3 Portal 页面管理 

进行主页面制作的页签，详细描述见第 4 章制作首页。 



 

                 8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3.4 系统功能配置 

配置一些系统中通用的功能，重点为业务功能区通用特性配置。 

 

在该设置中包含常用功能的配置，为 Portal 定义中的“常用功能”的初始化及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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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外观管理 

管理系统中所使用的图片或者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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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图片管理 

新建分组：建立图片分组； 

上传图片：上传图片到相应的图片分组中； 

导出图片：将图片管理中的所有的图片，以 txt 格式导出； 

导入图片：将 txt 导出格式的图片导入到图片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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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皮肤管理 

给整个的 BAP 系统更换皮肤。 

 

 

3.5.3 属性标识管理 

将图片管理中的图片，新增到属性标识管理功能中，提供给系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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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作首页 

4.1 制作 portal 首页 

在管理入口中进行首页制作。 

 



 

                 13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4.1.1 制作布局模板 

 

在制作 portal首页之前，需要制作布局模板，布局模板就是将首页进行区域的划分，

在布局设计中，可以将首页以单元格的形式进行划分，如下图，将首页分为左中右三份。 

 

 

 

4.1.2 制作 portal 首页页面 

进入 Portal页面管理功能中的页面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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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分组，新建页面，在新建页面中需要选择初始布局，该初始布局为布局模板管理中创建

的布局模板。 

 

创建完成页面后，将一些功能模块拖放到布局模板的相应的位置中。各个功能模块存在于

Portlet定义列表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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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功能模块的填充后，首页制作完成，如下图： 

 

可以通过预览功能查看首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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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配置入口和首页对应关系 

4.2.1 配置 manager 入口中系统功能配置 

将普通用户指向其对应的首页，管理员用户指向其对应的首页，如下图： 

 
 

5 首页功能 

5.1 消息管理 

在系统中，需要存在发送消息的功能，在首页配置消息功能后，才会有消息提示效果。 

5.1.1 功能配置 

进入管理入口，进行首页功能配置（如下图）， 

 

右键设置 portlet 的“显示配置”，勾选中隐藏模式，在首页中不显示该功能，在进行首页“布

局设置”时，应该设置该行行高较低，这样首页中不会出现太多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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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消息展示 

消息管理功能提供一个默认的消息展示方式。各功能可以通过调用消息管理功能提供的

默认的发送消息的接口将它们想要通知给其他用户的消息发送出去。 

5.1.2.1 离线消息展示 

当用户不在线的时候，这时候发送给用户的消息就是离线消息。离线消息的展示主要是

通过一个隐藏的 Portlet 页去处理消息的展现问题。给登录的主页面上添加一个隐藏的

portlet，当用户登录的时候，隐藏的 portlet 初始化，获取当前登录用户的 ID，并将这个 ID

传给消息管理功能，然后消息管理功能会将该用户离线时接受到的消息发送到用户的界面

上。 

 

图：离线消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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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在线消息展示 

当用户在线的时候，所有这时候发送给用户的消息都是在线消息。直接通过消息管理功

能，将消息发送到用户的基面上。 

 

图：在线消息展示 

 

6 系统管理 

 

6.1 多组织机构管理 

在管理员入口中，将“多组织机构管理”功能添加到指定分组下，具体添加方法可参考

3.2 节“功能菜单管理”，添加后的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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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功能预览”按钮，进入多组织机构管理主界面： 

 

选择左侧树中的节点，会在右侧列表中显示该组织机构及其直接下级，并默认选中该组

织。 

 

普通用户入口，多组织机构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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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新增 

 

自定义填写基本属性：组织代码、组织名称、组织简称和英文名称，代码和名称不能重

复。 

 

组织类型：通过“组织类型维护功能”进行管理。系统初始化默认存在“行政组织”类

型。新增组织机构，可以选取属于哪个组织类型，默认属于行政组织类型。也可以说所有的

组织机构都属于行政组织类型，每个组织同时也可以属于多个别的组织类型。 

 

在右侧列表中选择一个组织机构，点击“新增”按钮，新增组织会以选中的组织作为父

级节点，从而形成树形结构，点击确定之后焦点会定位在新增组织上。 

例如，选择“北京久其”新增完成之后如下图所示： 

 

6.1.2 修改 

在右侧列表中选择需要修改的组织机构，点击“修改”按钮会弹出组织机构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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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给组织机构的其他字段赋值或在界面上加动作，比如修改“上级节点”，需要进

入“基础数据管理”功能界面进行设置： 

 

保存之后再进入“组织机构管理”界面，选择某一组织机构点击“修改”按钮，如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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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只有叶子节点才允许修改父节点。 

6.1.3 组织类型维护 

组织机构中允许存在多种组织类型，例如：人力资源组织、财务组织等。组织机构中初

始默认存在“行政组织”类型。可以在“组织机构类型管理”中新增多种类型。一个组织允

许存在于多种组织类型中，但至少存在于“行政组织”类型中。 

 

在多组织机构管理主界面点击“组织类型维护”按钮，弹出组织机构类型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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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新增组织类型 

 

添加：点击“添加”按钮可以选择组织机构并将其加入该新增组织类型中 

 

点击确定则将选择的组织机构加入该组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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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择组织机构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该组织及其所有下级。 

 

点击确定按钮，则在组织机构类型管理界面会出现新增的组织类型： 

 

6.1.3.2 修改组织类型 

选择一个组织类型，点击修改按钮，弹出组织机构类型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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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添加或删除该组织机构类型下的组织机构，不能修改组织类型标识和名称。 

6.1.3.3 删除组织类型 

在组织机构类型管理主界面，选择一个组织类型点击删除按钮，如果该组织类型关联了

组织机构，则会提示不能删除： 

 

否则会弹出删除确认提示： 

 

点击确定即删除，点击取消则不删除。 

 

关闭组织机构类型管理界面，则在组织机构管理主界面会出现新添加的组织类型及其关

联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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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新增的组织类型，此时只能进行组织机构的批量删除、导入导出和启用停用操作。 

6.1.4 删除及批量删除 

删除：只能删除选中的叶子节点组织机构，含有子级节点的组织机构不允许删除； 

批量删除：删除选中的组织机构以及其所有的子级机构。 

6.1.5 启用\停用 

组织机构允许被停用，停用后的组织机构不允许被使用，重新启用后，才允许被使用。 

 

6.1.6 导入\导出 

6.1.6.1 导出 

在组织机构管理主界面点击“导出”按钮，弹出如图所示界面： 

 

选择要导出的组织机构，点击组织机构树左侧的复选框进行勾选，按住 Ctrl 键会选中

该组织机构及其直接下级，按住 Shift 键只选中该组织机构，否则选中该组织机构及其所有

下级。 

 

点击确定将选中的组织机构导出为 Excel 文件，对于关联基础数据的字段，会导出对应

的基础数据项名称（参照样例红色区域）。导出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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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 导入 

在组织机构管理主界面点击“导入”按钮，弹出如图所示界面： 

 

有两种导入方式：增量导入和全量导入。对于不存在的组织机构新增并赋予当前用户相

应权限，对于已存在的组织机构：增量导入不进行导入更新，全量导入进行更新，均不改变

权限。选择导入的 Excel 文件必须同导出 Excel 模板相同，否则会报错。 

6.1.7 多组织机构资源权限管理 

组织机构是有权限控制的，普通用户想要访问必须通过权限管理进行授权。在权限设置

主界面，选择“多组织机构资源”： 

 

有 5 种权限，主要用于报表业务 

访问：能够访问该组织以及其下的报表数据。 

管理：能够在组织机构管理中操作该组织机构。 

配置：能够对该组织的报表进行配置（SR 特性）。 

审批：针对该组织的报表可以进行审批操作。 

数据写：针对该组织的报表可以进行数据的编辑操作（SR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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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计划任务 

在管理员入口中，将“计划任务”功能添加到指定分组下，具体添加方法可参考 3.2 节

“功能菜单管理”，添加后的界面如图所示： 

 

点击“功能预览”按钮，进入计划任务管理主界面，由工具栏和管理窗体两部分组成，

其中管理窗体由“计划任务”和“执行情况”两个页签组成。 

“计划任务”管理页签主要显示计划任务条目，包含任务名称、计划、下次运行时间、

任务类型和状态等信息。其中“计划”是对该计划任务的生效时间与执行周期进行一个整体

的描述。“下次运行时间”是指该计划任务下次执行的具体时间。 

 

“执行情况”管理页签主要显示计划任务的执行情况记录，包含任务名称、执行进度、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详细结果、执行类别和执行者等信息。执行进度包括“执行成功”、

“执行失败”和“正在执行”三种情况，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分别指任务本次执行的开始时

间和结束时间，执行类别包括“自动执行”和“手动执行”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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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任务名称、执行进度和开始时间等条件查找执行情况记录，设置好查询条件点

击“搜索”按钮查询，默认显示所有记录。点击“重置”按钮可以情况所有查询条件，并且

按照无条件重新查询一次。 

所有的执行情况记录先按照执行进度排序，正在执行的计划任务排在最前面，再按“开

始时间”降序排列（即最新执行的计划任务显示在最前端）。其中正在执行的计划任务会显

示执行进度，并且可以通过点击右侧的停止按钮手动停止。是否可以停止该计划任务依赖于

具体的二次开发，由相应的业务决定该计划任务是否可以手动停止。执行进度由二次开发人

员指定，如果没有指定具体进度，进度条将按照不停滚动的方式进行展现。 

数据可以分页，一页默认显示 20 条数据。 

 

普通用户入口，计划任务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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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新建 

“新建”按钮仅当页签切换到“计划任务”的时候才生效，用于新增一条计划任务项。 

 

6.2.1.1 基本信息 

任务类型：表示该计划任务所属类型，决定了计划任务具体执行的内容，必填。“高级”

按钮仅当计划任务条目所属类型有需要配置的其他信息的时候才可用，具体界面依赖于二次

开发。目前支持 5 种任务类型，如图所示： 

 

计划任务类型可以进行扩展，具体可参考《DNA3.1_BAP_API_开发指南_计划任务》。 

任务名称：新建计划任务的名称，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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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新建计划任务的描述信息，可不填。 

启用/停用状态：表示该计划任务当前所处状态是启用还是停用，勾选表示启用。 

6.2.1.2 运行时间设置 

用于设置开始时间、运行周期及截止时间。 

开始时间：新建计划任务的生效时间，初始化为当前时间。如果该时间在当前时间之后，

那么计划任务会在该时间点上进行第一次执行。 

运行周期：该计划任务的循环执行周期，有“每小时”“每天”“每周”“每月”“一次性”

5 种周期类型，如果设为“一次性”则只执行一次。 

截止时间：新建计划任务的失效时间，如果过了此时间，计划任务将不再执行。默认不

设，则计划任务将根据运行周期一直执行下去。 

下面对 5 个周期类型做详细的描述： 

1. 每小时 

执行时间间隔为小时数，如设置为 2，则表示计划任务从生效时间起每隔 2 个小时执行

一次。 

 

2. 每天 

执行时间间隔为天数，含义与“每小时”类似。 

 

3. 每周 

执行时间间隔以周为单位，必须选择在执行周的周几执行，可多选。如设置周数为 2，

勾选上“星期一”和“星期四”，则表示每隔 2 周分别在周一和周四的生效时间点执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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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月 

执行时间间隔以月为单位，可以选择在哪个月哪天执行，可多选，但必须至少选择 1

个。如月选择 3 和 8，天选择 10、20 和 30，则表示在每年的 3 月和 8 月的 10 号、20 号、

30 号这三天的生效时间点分别执行一次。 

 

保存的时候会校验月和天的关系，比如说只选择了 2 月，但是天选择了 31 号，那么保

存的时候会给出提示。 

 

5. 一次性 

仅在开始时间执行一次，如果开始时间在当前时间之前，则该计划任务永远不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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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运行身份 

该计划任务执行者的身份信息，包含用户名，密码，确认密码。保存时会校验用户名和

密码的正确性及密码、确认密码一致性，会给出相应的提示： 

 

 

 

 

点击确定之后，计划任务主界面出现新建的计划任务，如图所示： 

 

6.2.2 修改 

“修改”按钮仅在用户选择了一个具体的计划任务条目的时候才生效。点击“修改”按

钮，弹出所选计划任务的修改界面，可以重新设置计划任务的基本信息、运行时间和运行身

份，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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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按钮仅在用户选择了一个具体的计划任务条目且该条目所属类型有需要配

置的其他信息的时候才生效，用于相关信息的配置。 

6.2.4 删除 

“删除”按钮仅在用户选择了至少一个具体的计划任务条目或者一个计划任务执行情况

记录的时候才生效，按住 Ctrl 键可以多选，按住 Shift 键可选择连续多条。点击“删除”按

钮可以删除选中的条目，正在执行的计划任务不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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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删除”后会给出确认是否删除条目的提示。 

 

 

6.2.5 停用/启用 

“停用”只有在用户选择了一个或者多个计划任务条目的时候才生效。当用户选择的所

有计划任务条目都是启用状态时，按钮显示“停用”；当用户选择的所有计划任务条目都是

停用状态时，按钮显示“启用”；如果选择的条目既有停用又有启用，则按钮不可用。对于

已过期的计划任务条目如果处于停用状态，是不能再次启用的，会给出提示： 

 

6.2.6 执行 

“执行”按钮只在用户选择了一个具体的计划任务条目的时候才生效，用于手动执行一

个计划任务项。如果所选计划任务条目正在执行，则该计划任务不可以手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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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执行信息可以切换到“执行情况”页签查看： 

 

执行类别为“手动执行”，执行者为当前登录用户。可点击“详细结果”列的“查看”

链接浏览详细的执行情况： 

 

其中“描述”指的是该计划任务执行的详细结果信息，包含执行结果和错误堆栈两部分。

执行结果由计划任务自带的“执行成功”或者“执行失败”加上二次开发提供的执行信息组

成。错误堆栈则是当计划任务执行发现有异常的时候加入的异常堆栈信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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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一条”按钮用于查看上一条或下一条执行情况记录的详细信息。 

6.2.7 刷新 

“刷新”按钮仅当页签切换到“执行情况”的时候才生效，用于刷新计划任务执行情况

记录。 

6.2.8 全清 

“全清”按钮仅当页签切换到“执行情况”的时候才生效，用于删除当前页过滤出的所

有计划任务执行情况记录，正在执行的计划任务不可以删除。 

6.2.9 导出 

“导出”按钮仅当页签切换到“执行情况”的时候才生效，用于将执行情况记录的详细

信息导出成 EXCEL 格式的文本。 

 

6.2.10 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关闭当前界面。 

6.3 权限管理 

在管理员入口中，将“权限管理”功能添加到指定分组下，具体添加方法可参考 3.2 节

“功能菜单管理”，添加后的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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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功能配置 

根据业务的具体需求可以设置右侧的权限显示项，并“保存配置”，如上图所示。该

选项的作用是：是否只显示本组织下的用户？勾选上之后，显示当前登录用户有访问权限

的全部用户，与组织无关，不勾选则只显示所属单位为本组织的且当前用户有访问权限的

用户。 

在权限管理主界面，以列表的形式显示角色、组织和用户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6.3.2 角色管理 

角色的存在是为了方便批量的管理用户。新建的用户，关联上某个角色之后，该用户继

承了该角色的所有权限。在权限管理主界面的左侧对角色进行管理，角色列表只显示用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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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权限的角色资源，如图所示： 

 

注：“全部用户”不是角色。 

6.3.2.1 新增 

如上图，点击“新增”按钮，弹出新增角色界面： 

 

角色标识和名称必填，否则会有相应提示。点击确定后，会在角色列表中显示新增的

角色，并赋予当前登录用户该角色的管理权限。 

6.3.2.2 删除 

“删除”按钮只有在用户选择某个具体角色时才可用，“所有人”角色是不能删除的。

当用户对该角色有删除权限时才能删除，否则会给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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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删除时会有确认提示： 

 

6.3.2.3 属性 

“属性”按钮只有在用户选择某个具体角色时才可用。当用户对该角色有修改权限时，

才能进入角色的属性界面，否则给出提示： 

 

在角色属性界面，可以修改角色名称和描述，可以添加移除该角色下的用户，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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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按钮弹出如下所示界面： 

 

点击“确定”按钮即将选中的用户添加到该角色下，选中某用户可以点击“移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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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将其从该角色下删除，或者点击“全清”按钮删除该角色下的所有用户。 

6.3.2.4 移动 

选中某角色可以通过“上移”、“下移”按钮改变所在位置。 

6.3.2.5 搜索 

可以在角色管理界面根据标识或名称搜索角色，如下图所示： 

 

6.3.2.6 权限 

“权限”按钮只有在用户选择某个具体角色时才可用，用于该角色的权限设置，点击

进入权限设置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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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标识的下拉框中选择要设置权限的资源，如“角色资源“，资源的具体权限设

置界面依赖于二次开发，权限资源的扩展可参考《DNA3.1_BAP_API_开发指南_用户与权

限》。下图为“角色资源”的权限设置界面： 

 

资源的权限分两种：操作权限和授权权限。操作权限是指角色或用户对该资源可进行

哪些操作，由二次开发定义的权限操作决定，如角色资源的“访问、修改和删除”。授权权

限是指角色或用户拥有将该资源的操作权限授予其他角色或用户的权限。 

在普通用户入口，当前登录用户必须具有该资源的授权权限，才能设置角色或用户对

于该资源的相应操作权限和授权权限，否则如上图所示，“删除”权限操作显示黑色状态，

是不能更改权限的。 

权限设置有两种状态：浅色，如“访问”权限操作，表示对于该资源的访问操作权限

是继承来的；深色，如“修改”权限操作，表示对于该资源的修改操作权限是当前用户设置

的。 

设置完权限必须点击“保存”按钮才会生效。可以点击“权限继承路径”按钮查看角

色对该资源的权限继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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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组织 

显示当前登录用户拥有访问权限的组织机构，以“全部组织”作为虚根节点： 

 

如上图所示，通过与角色一起作为条件查询隶属角色为“支撑人员”，所属单位为“久

其软件”的所有用户，并在右侧用户列表中显示出来。 

6.3.4 用户管理 

在右侧列表中显示以左侧角色和组织作为查询条件的用户信息，其中“全部用户”表

示隶属角色条件为空，“全部组织”表示所属单位条件为空。数据可分页，每页默认可显示

30 条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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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1 生成用户 

该按钮与用户管理主界面的“生成用户”按钮的作用相同，具体可参考 6.9.2.1 节“生

成用户”。 

6.3.4.2 新增 

该按钮与用户管理主界面的“新建用户”按钮的作用类似，只是不能添加关联角色，

具体可参考 6.9.2.2 节“新建用户”。 

6.3.4.3 克隆用户 

当且仅当在用户列表选择了一个用户时，点击该按钮用于克隆所选用户，有 2 中方式：

克隆和批量克隆。批量克隆可选择克隆次数，克隆效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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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用户只是登录名与被克隆用户不同，初始密码为被克隆用户的登录名，其他属性

信息均相同，包括资源权限。 

6.3.4.4 删除 

“删除”按钮只有在用户列表中至少选择了一个用户时才可用，与用户管理主界面的

“删除用户”按钮的作用相同，具体可参考 6.9.2.4 节“删除用户”。 

6.3.4.5 属性 

“属性”按钮当且仅当在用户列表中选择了一个用户时才可用，与用户管理主界面的

“修改用户”按钮的作用类似，只是不能修改关联角色，具体可参考 6.9.2.3 节“修改用户”。 

6.3.4.6 角色设置 

“角色设置”按钮当且仅当在用户列表中选择了一个用户时才可用，用于给所选用户

添加或移除关联的角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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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7 修改密码 

“角色设置”按钮当且仅当在用户列表中选择了一个用户时才可用，与用户管理主界

面的“修改密码”按钮的作用类似，具体可参考 6.9.2.6 节“修改密码”。只不过此处必须填

写旧密码，如下图所示： 

 

6.3.4.8 组织身份 

项目上用户可能具有多重身份，不同身份具有不同的权限，之间可以进行相互切换。“组

织身份”按钮只有在用户列表中了选择了一个用户时才可用，BAP 上不支持用户的多重组

织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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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点击“新增”按钮，给用户添加组织身份。 

 

组织身份名称和关联组织必填，关联角色可以不勾选，用于给组织身份赋予相应角色

的权限。 

修改：只有选择了一种组织身份，“修改”按钮才可用，可修改组织身份的名称、关联

组织及关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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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只有至少选择了一种组织身份，“删除”按钮才可用，按住 Ctrl 键可多选，按住

Shift 键选择连续多种，删除时会有确认提示： 

 

授权：只有选择了一种组织身份，“授权”按钮才可用，用于给该组织身份设置权限。

点击弹出权限设置界面： 

 

设置权限的流程与角色相同，具体可参考 6.3.2.6 节“权限”。组织身份对资源的权限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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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路径与角色稍有不同，如下图所示： 

 

 

包括当前用户赋予该组织身份的权限以及从本身关联角色继承的权限。 

关闭：点击按钮关闭组织身份管理界面。 

6.3.4.9 权限 

“权限”按钮只有在用户列表中了选择了一个用户时才可用，用于给用户设置权限，

流程与给角色赋予权限相同，具体可参考 6.3.2.6 节“权限”。点击弹出权限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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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权限继承路径包括当前用户赋予的资源权限以及从隶属角色继承的权限，如下

图所示： 

 

 

6.3.4.10 过滤 

该按钮与用户管理主界面的“过滤”按钮作用相同，用于给当前用户有访问权限的用

户列表设置过滤条件，具体可参考 6.9.2.7 节“过滤”。 

6.3.4.11 取消过滤 

该按钮与用户管理主界面的“取消过滤”按钮作用相同，用于取消此前设置的过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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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具体可参考 6.9.2.8 节“取消过滤”。 

6.3.4.12 停用/启用 

“停用”和“启用”按钮只有在用户列表中至少选择了一个用户时才可用，用于设置

用户的状态，点击按钮会给出相应的提示： 

 

 

停用的用户在用户列表中呈现红色状态，如下图所示： 

 

停用用户登录时，登录页面会给出相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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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列表选中停用用户，点击“启用”按钮即可再次启用用户，可正常登录系统。 

6.3.4.13 移动 

当前仅当在用户列表中选择一个用户时，并且根据选择的用户所处位置，“上移”和“下

移”按钮才可用，与用户管理主界面的“上移”和“下移”按钮作用相同，用于改变选择在

用户列表中的位置，具体可参考 6.9.2.9 节“移动”。 

6.3.4.14 全选/全清 

“全选”、“全清”按钮与用户管理主界面的“全选”和“全清”按钮作用相同，点击

“全选”按钮选择当前用户列表中的所有用户，“全清”则一个都不选，具体可参考 6.9.2.10

节“全选/全清”。 

6.3.4.15 导入/导出 

点击“导出”按钮，会导出当前用户列表的所有用户信息，文件格式为“.csv”。导出

字段如下图所示： 

 

点击“导入”按钮，弹出导入界面，所选文件必须为“.csv”格式，必须存在“登录名”

和“用户名”两字段列，如下图所示： 

 

对于已存在的用户直接跳过不作修改，不存在的新增，但不赋予当前用户对应的管理

权限，即在用户列表中看不到新增的用户。如果新增用户所属角色有不存在的角色名称，则

会新增对应的角色，标识为角色名称首字母小写，也不赋予当前用户新增角色资源的管理权

限，即在角色管理界面看不到新增角色。导入结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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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16 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关闭权限管理主界面。 

6.4 权限审计 

权限审计功能用于查看用户或者角色对某类资源的权限设置情况。在管理员入口中，将

“权限审计”功能添加到指定分组下，具体添加方法可参考 3.2 节“功能菜单管理”，添加

后的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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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功能预览”按钮，进入权限审计主界面，初始默认打开选择用户界面，显示类型

为“按资源显示”，如下图所示： 

 

6.4.1 选择用户 

    用户选择界面包括“用户资源树”和“搜索用户”两个页签，用于选择查看指定用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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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选择角色 

6.4.3 选择资源 

6.4.4 查看选择 

6.4.5 审计 

1) 初始进入界面时，默认选中“请选择用户”项，并展现出用户树，显示类型默认选

中“按资源显示”单选按钮，如图 1 所示； 

2) 点击“搜索用户”页签后，如图 2 所示，如果搜索到用户，列表中显示搜索到的用

户，在列表中选择某一用户后，将跳到用户树中并选中对应的用户，如果没有搜索

到用户，列表中不显示用户； 

 

图 2 

3) 选择“请选择角色”项，将出现角色列表，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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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 点击“搜索角色”页签后，如图 4 所示，如果搜索到角色，列表中显示搜索到的

角色，在列表中选择某一角色后，将跳到角色列表中，并定位到对应的角色，如果

没有搜索到该角色，列表中不显示角色；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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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请选择资源”项，在资源下拉列表中显示所有资源类型，默认选中首个资源

类型，选中一种资源类型后，将显示该资源类型的带复选框的资源树，可以选中一

些资源，如图 5 所示； 

 

图 5 

6) 选择“已选定的对象”项，默认选中“用户”页签，并显示选中用户的列表，如图 

6 所示，选中“角色”页签，将显示选中的角色列表，如图 7 所示，选中“资源”

页签，将显示选中的资源列表，如图 8 所示，在列表中选中列表项，点“删除”后，

将在列表项中删除，并在对应的树或者列表中取消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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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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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7) 点击“审计”后，将按照选择的条件，显示搜索结果，如图 9 所示； 

 

图 9 

8) 选择“按用户显示”后，结果如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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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9) 显示类型在“按资源显示”条件下，选中“显示有权限的用户”，结果如图 11； 

 

图 11 

10) 显示类型在“按资源显示”条件下，选中“显示有权限的资源”，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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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1) 换“角色资源”后，审计结果如图 13 所示；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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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取消选中某一权限操作项后，其对应的操作列不显示，如图 14 所示。

 

图 14 

13) 以上各条件可以做组合查询或者筛选。 

 

 

 

 

6.5 日志管理 

管理员入口增加“日志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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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用户入口查看使用日志管理”功能。 

 

 

 

 

6.5.1 详细信息 

显示每条日志的详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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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过滤 

填写根据条件，进行日志的过滤。 

 

 

6.5.3 取消过滤 

显示全部的日志信息。 

6.5.4 查找 

根据输入内容进行查找。 

 

6.5.5 继续查找 

在输入的查找的条件的基础上继续查找定位相应的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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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导出 

将日志导出，可以导出为 excel 格式和文本格式。 

 

 

6.5.7 备份日志 

将日志备份到指定的服务器的路径下，路径需要在“设置”功能中进行设置。 

6.5.8 设置 

 

需要在“系统选项设置”、“系统选项配置管理”进行参数制作，才能进行“设置”（如下图）。 



 

                 67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系统选项配置管理： 

 

 

 

系统选项设置： 

 

要在功能配置界面中，进行“保存”。 

 

6.5.9 删除 

删除选中的日志，允许批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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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0 全部删除 

删除全部日志。 

6.6 系统维护通知 

 

 

6.7 系统选项配置管理 

针对“系统选项设置”功能的配置管理。 

管理员入口中添加该功能。 

 

普通用户入口配置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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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新建选项页 

6.7.1.1 添加选项条目 

 
允许添加多个选项条目， 

有“组织机构”相关的，“报表”相关，“工作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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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2 关联选项页 

直接管理一个选项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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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仅有一个选项页“日志管理系统选项”， 

 

该选项配置即为针对日志管理进行的配置。 

 

 

 

6.8 系统选项设置 

需要先进行“系统选项配置管理”的参数制作。 

例如：在“系统选项配置管理”中设置了单据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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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选项设置”功能中即会存在该选项条目，需要对这些选项进行赋值，让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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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用户管理 

在管理员入口中，将“用户管理”功能添加到指定分组下，具体添加方法可参考 3.2 节

“功能菜单管理”，添加后的界面如图所示： 

 

6.9.1 功能配置 

如上图所示，右侧有个用户显示配置项，作用跟权限管理的功能配置相同，不勾选显示

本组织下的且当前用户有访问权限的用户，勾选上则显示当前登录用户有访问权限的所有用

户，与组织无关，具体可参考6.3.1节“功能配置”。 

6.9.2 用户管理 

在用户管理主界面，以列表的形式显示用户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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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为一颗组织机构树，以“全部组织”作为虚根结点，右侧为用户列表，显示所属单

位为左侧选中组织的用户信息。支持数据分页，默认每页可显示 30 条数据。 

6.9.2.1 生成用户 

根据用户的来源来快速创建用户，可以为新增用户关联组织机构和角色，BAP 目前支

持两种来源： 

 

1) 多组织机构生成用户 

如上图所示，新生成的用户登录名为所选组织机构代码，用户名为组织机构名称，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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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密码为登录名，所属单位为所选组织机构。若所选组织机构已经生成过用户，则不

会再次生成，会给出相应提示： 

 

2) 基础数据生成用户 

 

必须为新生成用户选择组织机构，才能够选择生成用户的数据——基础数据类型，可

以给用户关联角色，点击“规则设置”按钮用于设置生成用户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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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名：可以选择所选基础数据的字段，默认是代码，可以添加前后缀常量。 

 用户名：可以选择所选基础数据的字段，默认是名称，可以添加前后缀常量。 

 密码：密码有两种生成方式：“默认值”可以设置初始密码，密码和确认密码必须

一致，不设则默认为空；“根据字段生成”则通过选择所选基础数据的某个字段作

为密码。 

设置完生成规则后，会出现基础数据项的选择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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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选的基础数据选择具体的基础数据条目，再根据各字段值及设置的生成规则产生

新用户的具体信息，如登录名和用户名。如果新生成用户的用户名已存在，则会给出提示： 

 

 

注：通过此方式生成的用户，不会赋予当前用户相应的权限，即在用户列表中是看不到

新生成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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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2 新建用户 

 

启用日期：默认显示为当前系统日期； 

停用日期：默认为当前系统日期+10 年； 

所属单位：用户必须设置“所属单位”，才会允许进行登录。 

关联角色：在“权限管理”中新建角色后，在右侧“关联角色”中，可以勾选设置该用户为

那个角色。如果不对用户设置权限，则用户继承角色的权限。 

6.9.2.3 修改用户 

勾选中需要进行信息修改的用户，点击“修改用户”，进入修改用户界面，修改完成点

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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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4 删除用户 

勾选中需要删除的用户（允许多选），点击“删除用户”，弹出提示信息，点击“确定”，

完成删除操作，点击“取消”，取消删除操作。 

 

6.9.2.5 关联角色 

勾选中需要修改或者关联的用户，点击“关联角色”，在弹出的界面中添加相应的角色，

点击确定，完成角色的关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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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6 修改密码 

勾选中需要修改密码的用户，点击“修改密码”，在弹出的界面中添加新密码、确认密码，

点击确定，完成密码的修改操作，在修改密码时，不需要提供原始密码。 

 

 

 

 

6.9.2.7 过滤 

该功能用于用户的查询，点击“过滤”，弹出的界面中，有三种过滤条件，根据登录名模糊

过滤，根据用户名模糊过滤，根据角色精确过滤，这三种条件可以随意组合，点击确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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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组合后的条件，完成用户的过滤。 

 

6.9.2.8 取消过滤 

取消掉“过滤”功能中的过滤条件，查询出全部用户。 

 

 

 

 

6.10 在线交流 

6.10.1 配置描述 

在配置过程中不需要进行系统功能配置，使用新的模版即可出现“在线交流”功能。 

带有“在线交流”功能的主页面模版名称为：BapMainPageTemplat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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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1 扩展入口配置 

各个项目使用自己的扩展登录入口，例如：http://localhost:9797/example，example 即为扩展

入口，example.entry 文件为扩展入口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ortalEntry title="普通用户管理" name="example" entry-page="login"> 

  <description /> 

  <PortalPage name="main" title="普通用户主页面" 

template="BAP_MainPageTemplate01" language="zh_CN"> 

    <Param title="搜索处理逻辑页面标识" value="" 

name="search-handler-page" /> 

    <Param title="页面内容提供器" 

value="com.jiuqi.dna.example.viewpart.ExamplePortalPageContributor" 

name="portalpage-contributor" /> 

  </PortalPage> 

  <PortalPage name="login" title="普通用户登录页面" 

template="SYS_LoginTemplate_02" language="zh_CN"> 

    <Param title="登录处理逻辑页面标识" 

value="BAP_LoginHandlerPageForUser" name="login-handler-page" /> 

    <Param title="登录成功转向" value="main" name="login-forward-page" /> 

  </PortalPage> 

</PortalEntry> 

 

（红色字为新模版） 

6.10.2 功能描述 

com.jiuqi.dna.bap.portal 包变更方式： 

1. Dna.xml 文件注册信息： 

 

<viewpart type="pagetemplate" 

    class="com.jiuqi.dna.bap.portal.BapMainPageTemplate01" 

/> 

 

 

 

2. BAP 入口文件 PortalEntry_bap.xml： 

 

 

 <!-- 带有在线交流功能 --> 

 <PortalPage name="main" title="中文主页面" 

http://localhost:9797/example，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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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BAP_MainPageTemplate01"> 

 <Param name="portalpage-contributor" 

  

 value="com.jiuqi.dna.ui.portal.manager.DefaultPortalPageContribut

or" /> 

 </PortalPage> 

 <!-- 原配置信息 

 <PortalPage name="main" title="中文主页面" 

template="SYS_DefaultPageTemplate2"> 

  <Param name="portalpage-contributor" 

  

 value="com.jiuqi.dna.ui.portal.manager.DefaultPortalPageContribut

or" /> 

 </PortalPage> 

 -->  

 

 

 

 

6.10.3 模版描述 

1) 普通风格主页面模版： 

SYS_DefaultPageTemplate2所对应的类为： 

com.jiuqi.dna.ui.portal.template.def.MainPageTemplate01 

 

2) EIP风格主页面模版： 

SYS_MainPageTemplate02所对应的类为： 

com.jiuqi.dna.ui.portal.template.def.MainPageTemplate02 

 

3) EIP 风格主页面模版（含在线交流）： 

BAP_MainPageTemplate01所对应的类为： 

com.jiuqi.dna.bap.portal.BapMainPageTemplate01 

 

6.10.4 功能展示 

用户登录后，在页面右上角会出现“在线交流”的功能选项。 

 

点击选项会弹出“在线交流”功能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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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4.1 单人聊天 

在“组织机构”分组中找到需要交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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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交流对象，打开对话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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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行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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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4.2 多人聊天 

 

使用联系人组中的“群聊”的功能，打开群聊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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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点击“添加收信人”，新增联系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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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后，就可以多人聊天了。 



 

                 90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6.10.4.3 消息提示 

在未打开在线交流功能时，如果有交流信息，则右上角的信封图标会闪烁, 

。 

备注： 

1) 在线交流功能非模态功能，在使用在线交流时，也可以操作其他功能，但是只允许打开

一个在线交流功能； 

2) 未打开在线交流功能时，有新消息时，右上角图标会闪烁。打开在线交流功能后，图标

不闪烁； 

3) 当在线交流功能打开时，如果接收到新的消息，则自动弹出对话窗口； 

 

 

7 数据建模 

7.1 基础数据主体 

在数据建模中，基础数据所用的主体类型为基础数据主体（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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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识：主体的唯一标识，主体创建后不允许变更。 

2) 标题：主体的名称，主体创建后不允许变更。 

3) 类型：基础数据主体。 

4) 使用模板：根据模板生成不同的默认指标，该模板也可以使用扩展模板，扩展模板中的

默认指标则为自定义指标，BAP默认带有两种模板，如下， 

a) 基础数据模板：基础数据主表的模板； 

b) 基础数据子表模板：基础数据子表的模板； 

5) 浮动类型：（与基础数据无关） 

6) 授权级别：（该功能暂未实现） 

7) 汇总方式：（与基础数据无关） 

8) 所属分组：将主体分组存储，方便区分。 

9) 保持录入顺序：（与基础数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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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包括时期数据：（与基础数据无关） 

11) 是否下发：在参数导出时使用，勾选后，在参数包的导出时，会将该主体信息导出到参

数包中。 

7.1.1 主键指标 

当主体创建完成后，主体中默认存在一个 RECID 作为唯一主键，新建的【主键】指标，

会在物理表中形成唯一索引或者复合索引，从而来进行检索和约束（具体各项功能见新建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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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 基础数据模板默认指标 

 

默认指标和主体的模板相匹配，基础数据模板中的默认指标有很多（如上图）。 

各个默认指标的含义： 

1) 行标识：基础数据记录的唯一标识 

2) 行版本：基础数据记录的版本编号 

3) 对象标识：多版本控制时使用，例如：2009 年创建的数据，RECID和 OBJECTID 一致，

2009 年底年结，则会生成一条新数据，那么 OBJECTID 不变，RECID会改变，根据创建

时间来区分记录。其对应基础数据设置功能中的多版本（如下图），设置多版本后，该

指标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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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效时间：基础数据记录的生效时间； 

5) 失效时间：基础数据记录的失效时间； 

6) 方案标识：多方案时使用，如今只存在一个方案，该指标无效； 

7) 单位标识：基础数据记录和组织机构的关联； 

8) 账套年度：VA6专属业务指标，基础数据年度指标； 

9) 代码：基础数据记录的代码； 

10) 名称：基础数据记录的名称； 

11) 助记码：基础数据记录的助记码； 

12) 备注：基础数据记录的描述信息； 

13) 资源标识：权限标识，用于在权限功能中对基础数据进行权限控制； 

14) 上级标识：如果列表展示，则为 00+自己节点 RECID，如果为树形则 00+父节点 RECID+00+

自己节点 RECID，多级则 00+父节点+00+子节点„+00+自己节点； 

15) 是否末级节点：物理数据上可以看的出该数据为末级节点，目前已不准确； 

16) 层次：列表时，层次都为 1；树形时，从第 1层开始 1、2、3、4„„，向下扩展。 

17) 启用标识：基础数据记录是否为启用，配合基础数据定义中的“停用/启用”动作使用，

默认为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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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排序字段：根据这个字段来进行数据的排序，上移、下移等功能时使用； 

19) 创建时间：基础数据记录的录入时间； 

20) 创建人：基础数据记录的创建人员标识； 

21) 创建单位：基础数据记录的创建单位标识； 

22) 修改时间：基础数据记录的修改时间； 

23) 修改人：基础数据记录的修改人员标识； 

7.1.1.2 基础数据子表模板默认指标 

 

1) 行标识：基础数据信息唯一标识； 

2) 行版本：基础数据信息版本编号； 

3) 主表：基础数据记录的主表数据记录的标识； 

4) 排序字段：根据这个字段来进行数据的排序，上移、下移等功能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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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新建指标 

 

1) 指标标识：指标的唯一标识，指标创建后不允许修改。 

2) 指标标题：指标的名称，指标创建后允许修改。 

3) 指标类型：指标存储数据的类型，默认为数值型； 

4) 汇总方式：（与基础数据无关） 

5) 应用类型：（与基础数据无关） 

6) 关联主体：字符类型、GUID类型的指标都可以进行主体关联，从而形成外键映射关系

（如下图）； 



 

                 97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7) 关联指标：字符类型指标可以进行指标的关联，和某个主体中的某个指标形成映射关系； 

8) 指标说明：指标的详细描述； 

 

7.1.3 维护指标 

如果基础数据定义中控件和指标存在映射关系，则该指标不允许被删除。 

1) 指标标识：不允许被修改； 

2) 指标标题：允许被修改； 

3) 指标类型：不允许被修改； 

4) 默认值：允许被修改； 

5) 长度/精度：允许被修改，但指标长度不允许比原来的小； 

6) 小数位：允许被修改； 

7) 汇总方式：当创建指标时，该指标不允许编辑，则维护指标时，不允许修改； 

8) 应用类型：当创建指标时，该指标不允许编辑，则维护指标时，不允许修改； 

9) 关联主体：当创建指标时，该指标不允许编辑，则维护指标时，不允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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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联指标：当创建指标时，该指标不允许编辑，则维护指标时，不允许修改； 

11) 指标说明：允许被修改； 

 

 

 

8 基础数据管理 

基础数据管理功能将原“基础数据定义”、“基础数据设置”、“基础数据执行”三个功能融为

一体。 

 

当基础数据定义不进行设置时，基础数据管理功能为基础数据设置功能，包括定义及设置。 

当基础数据定义指定到某个定义时，则该功能为该定义的基础数据执行功能。 

8.1 基础数据定义 

在管理员入口配置“基础数据设置”功能时，不设置“基础数据定义”。普通用户入口运行

该功能时，进入基础数据设置功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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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页面左侧为树形结构显示基础数据分组及基础数据定义，右侧以列表形式显示树节点下

的内容。 

8.1.1 新建 

 

8.1.2 修改 

可以通过左侧树上方的过滤功能，快速定位到需要修改的基础数据定义。 



 

                 100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点击“修改”按钮，进行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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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设计 

 

对基础数据进行各种配置项的信息设置。 

8.1.3.1 属性 

 

1) 主表：选择模板为基础数据模板的基础数据主体，不允许修改； 

2) 模型：在基础数据制作过程中，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模型（BAP提供基础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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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题：自定义基础数据的标题； 

4) 从表：选择模板为基础数据子表模板的基础数据主体，不允许修改； 

5) 常用基础数据：（废弃功能），资产专属功能； 

6) 描述：自定义基础数据定义的描述； 

7) 结构类型： 

列表：普通列表形式展现（如下图）； 

 

分组列表：对列表中的数据进行分组，左侧为分组，右侧为分组中的基础数据（如下图）； 

 

树：以普通树的形式展现基础数据，例如组织机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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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次树：根据级次码形成的树，其代码要求符合级次码的规则（如下图）； 

 

级次码：根据编码形成级次，级次码编写规则，级次码由整数组成，每一位整数代表每级码

制的位数，级次从左到右依次为第一级、第二级„；例如：234，2、3、4为整数，2为第一

级，3为第二级，4为第三级，第一级的编码在 00~99 之间，第二级编码在 000~999之间，

第三级编码在 0000~9999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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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2 高级属性 

 

 

1) 组织管理 

共享：所有组织机构下都能看到基础数据记录； 

隔离：用户只能看到自己组织机构的基础数据记录； 

共享+隔离：新建时数据是隔离的，可以通过共享按钮进行基础数据共享（如下图），共

享的数据所有组织机构都可以看到。 

 

 

2) 管控方式 

企业集团中，上级对下级的基础数据管控，根据级次来设置上级所管控下级的深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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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组织机构存在 n级，则级次为 2，则组织机构中的某一级只能使用其下两级的组织机构

的相关基础数据。 

3) 多版本 

根据起始结束时间和版本粒度，对基础数据进行版本控制，在粒度变化后，需要使用“变

更”动作来实现版本的变更（如下图），例如：版本粒度为月，则 3 月份的数据为一个版本

的基础数据，到 4月份时，需要进行“变更”操作，后续录入的基础数据则为另一版本的基

础数据； 

 

4) 权限 

基础数据可以使用权限进行基础数据的数据项的管控（如下图）； 

 

5) 多语言 

暂未启用该功能； 

6) 字段引用控制 

被单据引用的基础数据，设置选中的字段不让用户修改（如下图），代码、名称这两个

字段中的基础数据不允许在基础数据执行中进行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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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字段下发控制 

 

该字段下发控制，是针对“分配”动作的一个配置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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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被下发到下级单位，即复制一份数据到下级单位，在下发控制中被选中的字段

在这份复制数据中不可修改。 

允许删除：分配下去的数据，允许被删除； 

8) 字段版本控制 

暂未启用该功能； 

9) 字段列选设置 

 

设置列选的字段，被选中的字段为基础数据选择控件的弹出界面中数据列； 

 

10) 排序设置 

从备选字段选择排序字段到已选字段中，则点选“已选字段”的列头，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列。 



 

                 108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11) 名称控制 

勾选“检验重复”，则对 STDNAME进行校验，如果是列表展示，则不允许重复；如果为

树形展示，则不允许 STDNAME名称的数据重复出现在同一级。 

 

12) 下发数据 

勾选“允许删除”复选框，则下发后的数据，在接收的系统中是允许删除的。 

 

13) 选择范围 

勾选“可选非末级”复选框，则在进行树形基础数据选择时，可以选择带有子节点的基

础数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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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3 字段 

 

 

1) 表名称：该基础数据所关联的主表或从表的标识，表名和下面的所有字段、已选字段存

在对应关系。 

2) 所有字段：主体中的全部指标，添加到已选字段中后，该字段在所有字段栏位中移除，

可以通过“搜索”文本框进行检索。 

3) 已选字段：只有已选字段中的指标，在后面的界面页签中才可以进行使用，可以通过“搜

索”文本框进行检索。 

4) 新建字段：此处新建的字段不是物理表中的字段，使用公式对该字段进行赋值； 

5) 字段设置： 

a) 标识：字段标识； 

b) 标题：字段标题； 

c) 描述：对该字段描述； 

d) 类型：字段的数据类型； 

e) 整数位数：针对 NUMERIC类型而设定的整数位数； 

f) 小数位数：针对 NUMERIC 类型而设定的小数位数，小数位最小为 1，整数位+小数

位最大值为 16； 

g) 最大值：数值类型字段的最大值设置； 

h) 最小值：数值类型字段的最小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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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关联字段：字段默认关联的其他主体中的字段，GUID类型字段才允许关联； 

j) 选择控制：针对某些树形结构的基础数据选择而进行的设定，默认为选择所有项；

限定明细项：必须选择树形结构基础数据的最终节点才有效；非限定明细项：树形

结构基础数据不需要选取到最终节点。 

k) 显示格式： 

l) 选择方式：基础数据选择的方式，弹出窗体模式还是下拉菜单模式。 

m) 多选：作为外键指标时，指标中存储多个外键表中的记录信息； 

n) 只读：该指标在录入信息时不允许编辑； 

o) 必填：该指标在录入信息时必须添加信息； 

p) 区分基础数据不可选择项：勾选该复选框后，不可选择的基础数据项则是灰色的。 

q) 字符集：对于字符型、备注型等存储文本信息的类型，可以设置其字符型，字符型

包括：常用文本、备注文本、数值文本、电话号码、大写字母加数字、无。 

 

注意：当基础数据主体中增加新的指标后，在该页签的所有字段中，会出现新增的指标，需

要将新的指标添加到已选指标中。默认指标不允许移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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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4 公式 

 

1) 公式类别：对于公式较多的基础数据方便使用公式类型进行检索； 

a) 运算公式：  

i. 赋值：有返回值的公式，必须选择当前项； 

ii. 不赋值：无返回值公式，不需要选择当前项； 

b) 审核公式：在存储基础数据信息是执行的公式 

i. 提示：不影响保存数据； 

ii. 警告：不允许保存数据； 

iii. 错误：不允许保存数据； 

2) 标识：公式的标识 

3) 名称：公式的名称 

4) 编辑：打开公式编辑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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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用：公式是否启用，选中则为启用； 

6) 提示信息：审核公式执行时，需要提示的信息内容； 

7) 当前项：指定主体中的某个指标作为公式的操作对象； 

8) 执行方式： 

a) 初始时执行：新建基础数据时执行的公式； 

b) 运行时执行：基础数据中字段的值发生变化时，和该字段有关系的运行时公式会执

行； 

c) 存取时执行：保存基础数据时执行的公式； 

d) 审核时执行：专门针对“审核”业务（资产项目），点击“审核”按钮时执行的公

式； 

e) 总是执行：任何操作都执行的公式； 

f) 启动后执行：打开已有基础数据时，在读取基础数据信息时执行的公式； 

g) 换行时执行：暂无此功能； 

（详细公式函数说明见《常用函数说明文档.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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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5 工具栏 

 

 

当新建完成基础数据定义后，当前动作中会存在一些默认动作，这些动作是 BAP 中包含的基

本功能动作，例如：新建、修改、保存、删除等待；如果当前动作中的动作未满足业务需求，

则可以从所有动作中选择动作，添加到当前动作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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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动作中的动作会在基础数据执行时，显示在工具栏中（如下图）； 

 

每个动作都会有其对应的动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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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显示按钮标题：勾选中后，在界面中显示按钮的标题； 

2) 动作：该动作的标识； 

3) 标题：动作的名称； 

4) 快捷键：（暂时不支持）； 

5) 参数：默认操作当前主体，浮动表中该参数内容为所操作的主体的名称； 

6) 图标：动作的图标； 

7) 启用权限控制：表示该动作是否需要启用权限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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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6 界面 

 

基础数据界面是使用界面元素组合形成的，下面重点介绍界面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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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6.1 标签 

显示一串文字。经常修改的选项以红色标出 

 

8.1.3.6.2 值标签 

用来显示基础数据中某个字段的值，以标签的方式显示，基本设置和标签一样，另外就是在

“其他属性”中可以选择相对应的字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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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6.3 复选框 

显示成一个复选框，它的值保存到基础数据中布尔类型的字段。如下图： 

 

 

8.1.3.6.4 文本框 

让用户输入一段文本，是经常用到的控件。用它来关联某一个基础数据的字段，保存时，就

可以将用户输入的文本保存到对应的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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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6.5 数值 

一个文本框，允许用户输入数值型数据。 

8.1.3.6.6 浮点数 

一个文本框，只允许用户输入数值型数据，而且类型可以是浮点数。 

 

8.1.3.6.7 日期 

出现日期选择的控件，用户可以把选中的日期保存到基础数据的日期型字段中。 

 

 

8.1.3.6.8 备注 

和文本框等一样，只不过出现的是一个带滚动条多行文本框，相当于 html的 textarea。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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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6.9 表格 

是设计浮动行的地方，拖动到基础数据界面设计器中，会出现一个表格，如下图： 

 

 

前提：该基础数据存在基础数据子表。 

 需要使用界面元素中的表格控件； 

 双击表格对其进行编辑：左侧下拉菜单为选择基础数据子表主体名称，将字段拖放到右

侧绿色的栏位上，而形成对应关系，右侧的绿色栏位为浮动行，浮动行上每一列都要存

在对应的指标，否则将多余的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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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行、删行：浮动行需要增行和删行的操作，该操作在模型属性的动作中，将其拖入到

界面中，形成按钮即可。浮动行的表格控件放其下方。 

 

8.1.3.6.10 按钮 

在界面上显示一个按钮，该按钮可以管理基础数据中的一个动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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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6.11 工具栏 

经常用到子表的处理中，一般在子表中，需要对子表进行增行、删行操作，这时，就需要增

加一个工具栏到界面中。工具栏中可以添加多个基础数据的动作。如下图： 

 

 

参数实际上是要求实施输入一个字符串，在这里是需要和动作的开发者有一个约定，利用这

个字符串，在 Action类里面进行逻辑判断并处理。（这是一个以前遗留下来的不太好的处理

方式） 

 

8.1.3.6.12 分组 

在界面上提供对于控件的逻辑分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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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6.13 页签 

在页面上提供页签显示。直接拖动页签控件到界面上，是看不到页签项的，属性设置里也没

有。 

 

 

8.1.3.6.14 页签项 

拖动“页签项”控件到“页签”控件中，才会显示出来，然后在双击“页签”控件可以进行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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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6.15 网格 

 

 添加界面元素：网格。 

 根据网格来设定基础数据的格局：双击网格，在其他属性页签中，设置网格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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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应的标签后面的网格中，放入相应的控件。控件可以使用从模型属性的字段页签中，

拖入到右侧的界面中（如下图）。 

 

文本框控件要将其大小和表格的大小一致，然后将其边框调整为 0。 

 

8.1.3.6.16 面板 

面板就相当于一个容器，把其他的控件放在这个容器里面，拖动面板，可以使得面板中的其

他容器一起随之面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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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6.17 竖线 

给界面上增加一条竖线。相当于 html的<hr> 

8.1.3.6.18 横线 

同竖线 

8.1.3.6.19 布局表格 

 

快速生成如下图的布局表格，方便常见的基础数据界面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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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6.20 基础数据选择 

通过弹出或下拉的方式显示一个基础数据的内容，该控件可以关联一个基础数据，然后提供

用户选择其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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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选择的指标在数据建模里面必须都定义成 guid 类型，并且要关联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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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7 控件属性设置 

 

列表控件设置：控制基础数据列表展示时的显示列，将需要显示的列从待选列表中选取

到已选列表中。 

自定义分页：根据每页条数的设置数量，进行分页，每页最大显示条数为 100。 

 

 

树形控件设置：以树形结构进行基础数据展现时，勾选“是否显示头像”，则显示树的根节

点。 

 

 

 

 

 



 

                 130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8.1.4 保存 

 

 

8.1.5 执行 

 

执行该基础数据定义（见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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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简单基础数据模型 

当基础数据为简单的枚举型的基础数据，那么建议使用简单基础数据模型；使用简单基

础数据模型，不需要创建数据建模，该功能会自动创建基础数据主体，简单基础数据可以不

配置执行功能，直接在设置功能界面中对基础数据进行数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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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添加基础数据 

 

1) 模型：选择“简单基础数据模型”； 

2) 标识：唯一标识该基础数据，根据该标识在数据建模中生成相应的主体，所以该标识应

该在系统中是唯一的； 

3) 标题：基础数据名称； 

4) 结构类型：列表结构类型或及次树类型或父节点树类型； 

5) 级次码：如果为及次数则需要指定级次码，例如：122 则表示一共有 3 级，第一级 0~9，

第二级 00~99，第三级 00~99； 

6) 编码定长：要求录入的基础数据的编码遵循一定的长度。 

7) 编码长度：勾选编码定长后，限制录入基础数据的编码长度，如果长度不符合要求，则

会给出提示（级次码通常后面补零来补齐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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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基础数据设置 

 

上图为生成新的基础数据设置界面，该界面中默认存在 20 个空行，方便进行数据录入，录

入数据后，点击“保存”按钮后，则保存到数据表中。 

1) 增行：增加录入数据行数，可增加 1 行、5 行、10 行。 

2) 删行：删除选中行的数据，可以使用鼠标拖动多选删除。 

3) 保存：保存变更后的基础数据。 

4) 字段设置：添加、删除基础数据管理的数据项。 

5) 上移：将选中的基础数据记录向上移动。 

6) 下移：将选中的基础数据记录向下移动。 

7) 导出：将基础数据导出到文件中，可以导出为 Excel 或文本文件。 

 

8.3 基础数据执行 

8.3.1 添加功能定义 

管理员入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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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基础数据管理”功能，设置功能标题为基础数据名称，例如：货币。 

 

8.3.2 配置功能定义 

设置基础数据定义：指定需要执行的基础数据定义，例如：货币。 

 

8.3.3 基础数据执行 

 

在普通用户入口中，点击该功能节点，会直接运行该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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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启用：基础数据中的数据可以设置为停用、启用，停用的基础数据，在基础数据选择

控件中不允许进行数据关联选择。 

8.3.3.1 导入 

 

8.3.3.2 导出 

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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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据 

 

9.1 数据建模（业务主体） 

在数据建模中，类型为业务主体的主体为单据所用的主体。 

9.1.1 单据主表模板 

单据管理的主表使用单据主表模板创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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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标识：主体的唯一标识，主体创建后不允许变更。 

13) 标题：主体的名称，主体创建后不允许变更。 

14) 类型：业务主体。 

15) 使用模板：单据主表模板，根据模板生成不同的默认指标，该模板也可以使用扩展模板，

扩展模板中的默认指标则为自定义指标； 

16) 浮动类型：（与单据无关） 

17) 授权级别：（与单据无关，该功能暂未实现） 

18) 汇总方式：（与单据无关） 

19) 所属分组：将业务主体分组存储，方便区分。 

20) 保持录入顺序：（与单据无关） 

21) 包括时期数据：（与单据无关） 

22) 是否下发：在参数导出时使用，勾选后，在参数包的导出时，会将该主体信息导出到参

数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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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 主键指标 

当主体创建完成后，主体中默认存在一个 RECID 作为唯一主键，新建的【主键】指标，

会在物理表中形成唯一索引或者复合索引，从而来进行检索和约束。 

 

9.1.1.2 默认指标 

默认指标和主体的模板相匹配，单据主表模板中的默认指标有很多（如下图）。 

重点关注的指标： 

24) 行标识：单据数据标识 

25) 行版本：单据数据版本 

26) 单据定义：该指标存储的为单据定义的唯一标识 RECID，当前业务主体通常情况只能关

联一个单据定义。 

27) 单据编号：单据数据流水号，根据规则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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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单据时间：新建单据数据的时间 

29) 所属单位：GUID 类型的指标，将其关联主体 MD_ORG，那么该指标可以关联上组织机构

树。 

30) 审核状态：（资产所属） 

31) 抄送单位：（资产所属） 

32) 工作流状态：该指标和工作流存在关系，其能体现出单据在工作流中的状态，例如：待

审批、审批通过、已驳回。 

33) 是否被锁定：（资产所属） 

34) 锁定者：（资产所属） 

35) 锁定者分组：（资产所属） 

36) 制单人：数据录入人员 

37) 制单时间：数据录入时间 

38) 审核人：（资产所属） 

39) 审核时间：（资产所属） 

40) 修改人：（资产所属） 

41) 修改时间：（资产所属） 

42) 是否被重新填报过：（资产所属） 

43) 最终审批日期：（资产所属） 

44) 提交单位：单据数据提交单位（和工作流相关） 

45) 提交人：单据数据提交人（和工作流相关） 

46) 提交时间：单据数据提交时间（和工作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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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 新建指标 

 

9) 指标标识：指标的唯一标识，指标创建后不允许修改。 

10) 指标标题：指标的名称，指标创建后允许修改。 

11) 指标类型：指标存储数据的类型，默认为数值型； 

12) 汇总方式：（与单据无关） 

13) 应用类型：（与单据无关） 

14) 关联主体：字符类型、GUID类型的指标都可以进行主体关联，从而形成外键映射关系

（如下图）； 

15) 关联指标：字符类型指标可以进行指标的关联，和某个主体中的某个指标形成映射关系； 

16) 指标说明：指标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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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4 维护指标 

如果单据定义中控件和指标存在映射关系，则该指标不允许被删除。 

12) 指标标识：不允许被修改； 

13) 指标标题：允许被修改； 

14) 指标类型：不允许被修改； 

15) 默认值：允许被修改； 

16) 长度/精度：允许被修改，但指标长度不允许比原来的小； 

17) 小数位：允许被修改； 

18) 汇总方式：（与单据无关） 

19) 应用类型：（与单据无关） 

20) 关联主体：当创建指标时，该指标不允许编辑，则维护指标时，不允许修改； 

21) 关联指标：当创建指标时，该指标不允许编辑，则维护指标时，不允许修改； 

22) 指标说明：允许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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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单据子表模板 

单据中的浮动表即单据从表，需要使用单据子表模板来创建业务主体。 

 

 

9.1.2.1 默认指标 

创建完成单据子表模板的业务主体中，默认 4个指标（如下图）； 

 

1) 行标识：子表数据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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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版本：子表数据版本 

3) 主表：MRECID指标关联单据主表的 RECID。 

 

 

9.2 单据定义 

9.2.1 添加单据定义功能 

在管理入口中，添加功能节点：单据定义，其功能定义选择为单据、基础数据设计。 

 

1) 所属分组：该功能节点所属的分组； 

2) 功能定义：单据、基础数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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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标题：该功能的标题，填写为单据定义； 

4) 功能描述：描述该功能的用处及其相关的说明； 

5) 打开方式：在执行该功能时，以何种方式展现； 

a) 指定区域：在功能树的右侧窗口中展现功能界面； 

b) 普通窗口：以普通窗口的形式打开，不影响其他功能的操作； 

c) 模态窗口：以模态窗口的形式打开，不允许执行其他功能操作； 

d) 隐藏窗口：不展现窗口。 

6) 功能图标：设置图片管理中的图片，用于常用功能中列表图标的显示； 

7) 功能大图标：设置图片管理中的图片，用于常用功能中大图标的显示； 

添加完成单据定义功能后，将右面界面中的设计管理类内容修改为单据设计。 

 

点击“保存配置”按钮保存设置信息。 

9.2.2 单据定义 

选中功能分组树中的“单据定义”节点， 

 

点击“功能预览”，进入单据定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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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建”菜单中的“新建分组”、“新建单据”功能可以创建单据分组和单据。 

9.2.2.1 新建分组 

分组是为了更好的对单据进行管理。 

 

9.2.2.2 新建单据 

创建分组后，在分组下创建新的单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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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自定义单据的名称，单据创建完成后，不允许修改； 

2) 标识：自定义单据的唯一标识，不允许与其他单据重复，单据创建完成后，不允许修改； 

3) 描述：对该单据的说明； 

4) 模型：在单据制作过程中根据业务要求选择相应的模型（BAP提供单据基类模型）。 

5) 属性：分为 3类：单表、主从表、一主多从。 

a) 单表：从表 1~9都不允许选择； 

b) 主从表：主表和从表 1可以选择； 

c) 一主多从：主表，从表 1~9都可以进行选择。 

6) 主表：选择模板为单据主表模板的业务主体。 

7) 从表 1~9：选择模板为单据子表模板的业务主体，目前支持最多 9个从表。 

8) 是否下发：在参数导出时使用，勾选后，在参数包的导出时，会将该单据信息导出到参

数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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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3 属性 

属性页签中的信息为该单据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8) 单据定义属性为单表的可以变更为主从表或一主多从。 

9) 单据定义属性为主从表的不可以变更为单表，但是可以变更为一主多从。 

10) 单据定义属性为一主多从的不可以变更为单表或主从表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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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4 字段 

 

6) 表名称：该单据所关联的主表或从表的标识，表名和下面的所有字段、已选字段存在对

应关系。 

7) 所有字段：主体中的全部指标，添加到已选字段中后，该字段在所有字段栏位中移除。 

8) 已选字段：只有已选字段中的指标，在后面的界面页签中才可以进行使用。 

9) 新建字段：此处新建的字段不是物理表中的字段，使用公式对该字段进行赋值； 

10) 字段设置： 

a) 标识：字段标识； 

b) 标题：字段标题； 

c) 概述：字段概述； 

d) 类型：字段的数据类型； 

e) 整数位数：针对 NUMERIC类型而设定的整数位数； 

f) 小数位数：针对 NUMERIC 类型而设定的小数位数，小数位最小为 1，整数位+小数

位最大值为 16； 

g) 最大值：数值类型字段的最大值设置； 

h) 最小值：数值类型字段的最小值设置； 

i) 关联字段：字段默认关联的其他主体中的字段，GUID类型字段才允许关联； 

j) 选择控制：针对某些树形结构的基础数据选择而进行的设定，默认为选择所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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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明细项：必须选择树形结构基础数据的最终节点才有效；非限定明细项：树形

结构基础数据不需要选取到最终节点。 

k) 选择方式：基础数据选择的方式，弹出窗体模式还是下拉菜单模式。 

l) 多选：作为外键指标时，指标中存储多个外键表中的记录信息； 

m) 只读：该指标在录入信息时不允许编辑； 

n) 必填：该指标在录入信息时必须添加信息； 

注意：当业务主体中增加新的指标后，在该页签的所有字段中，会出现新增的指标，需要将

新的指标添加到已选指标中。默认指标不允许移除删除。 

9.2.2.5 工具栏 

单据定义上部的为工具栏，工具栏中包含有各种动作（如下图），  

 

动作分为默认动作和扩展动作。 

9.2.2.5.1 默认动作 

添加工具栏中需要增加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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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5.2 动作扩展 

扩展的一些动作会在扩展的模型中带入进来，其使用方法和默认动作相同，需要选择进入到

当前动作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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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5.3 动作参数 

 

显示按钮标题：勾选中后，在界面中显示按钮的标题； 

动作：该动作的标识； 

参数：默认操作当前主体，浮动表中该参数内容为所操作的主体的名称； 

标题：动作的名称； 

快捷键：（暂时不支持） 

图标：动作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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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6 界面控件库 

 

9.2.2.6.1 标签 

显示一串文字。经常修改的选项以红色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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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6.2 值标签 

用来显示单据中某个字段的值，以标签的方式显示，基本设置和标签一样，另外就是在“其

他属性”中可以选择相对应的字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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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6.3 复选框 

显示成一个复选框，它的值保存到单据中布尔类型的字段。如下图： 

 

 

9.2.2.6.4 文本框 

让用户输入一段文本，是经常用到的控件。用它来关联某一个单据的字段，保存时，就可以

将用户输入的文本保存到对应的字段中。 

 

9.2.2.6.5 数值 

一个文本框，允许用户输入数值型数据。 

9.2.2.6.6 浮点数 

一个文本框，只允许用户输入数值型数据，而且类型可以是浮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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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6.7 日期 

出现日期选择的控件，用户可以把选中的日期保存到单据的日期型字段中。 

 

 

9.2.2.6.8 备注 

和文本框等一样，只不过出现的是一个带滚动条多行文本框，相当于 html的 textarea。如

下图： 

 

9.2.2.6.9 表格 

是设计浮动行的地方，拖动到单据界面设计器中，会出现一个表格，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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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该单据存在单据子表。 

 需要使用界面元素中的表格控件； 

 双击表格对其进行编辑：左侧下拉菜单为选择单据子表主体名称，将字段拖放到右侧绿

色的栏位上，而形成对应关系，右侧的绿色栏位为浮动行，浮动行上每一列都要存在对

应的指标，否则将多余的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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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行、删行：浮动行需要增行和删行的操作，该操作在模型属性的动作中，将其拖入到

界面中，形成按钮即可。浮动行的表格控件放其下方。 

 

9.2.2.6.10 按钮 

在界面上显示一个按钮，该按钮可以管理单据中的一个动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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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6.11 工具栏 

经常用到子表的处理中，一般在子表中，需要对子表进行增行、删行操作，这时，就需要增

加一个工具栏到界面中。工具栏中可以添加多个单据的动作。如下图： 

 

 

参数实际上是要求实施输入一个字符串，在这里是需要和动作的开发者有一个约定，利用这

个字符串，在 Action类里面进行逻辑判断并处理。（这是一个以前遗留下来的不太好的处理

方式） 

 

9.2.2.6.12 分组 

在界面上提供对于控件的逻辑分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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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6.13 页签 

在页面上提供页签显示。直接拖动页签控件到界面上，是看不到页签项的，属性设置里也没

有。 

 

 

9.2.2.6.14 页签项 

拖动“页签项”控件到“页签”控件中，才会显示出来，然后在双击“页签”控件可以进行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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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6.15 网格 

 

 添加界面元素：网格。 

 根据网格来设定单据的格局：双击网格，在其他属性页签中，设置网格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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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应的标签后面的网格中，放入相应的控件。控件可以使用从模型属性的字段页签中，

拖入到右侧的界面中（如下图）。 

 

文本框控件要将其大小和表格的大小一致，然后将其边框调整为 0。 

 

9.2.2.6.16 面板 

面板就相当于一个容器，把其他的控件放在这个容器里面，拖动面板，可以使得面板中的其

他容器一起随之面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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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6.17 竖线 

给界面上增加一条竖线。相当于 html的<hr> 

9.2.2.6.18 横线 

同竖线 

9.2.2.6.19 布局表格 

 

快速生成如下图的布局表格，方便常见的单据界面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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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6.20 基础数据选择 

通过弹出或下拉的方式显示一个基础数据的内容，该控件可以关联一个基础数据，然后提供

用户选择其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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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选择的指标在数据建模里面必须都定义成 guid 类型，并且要关联基础数据。 

 

9.2.2.7 公式 

给部门字段进行简单的默认值设置，新建公式，填入表示，名称，公式内容，选择为运算公

式中的赋值选项，执行方式勾选初始化时执行，启动后执行，当前项为所对应的指标，一定

要正确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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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式类别：对于公式较多的单据方便使用公式类型进行检索； 

a) 运算公式：  

i. 赋值：有返回值的公式，必须选择当前项； 

ii. 不赋值：无返回值公式，不需要选择当前项； 

b) 审核公式：在存储单据信息是执行的公式 

i. 提示：不影响保存数据； 

ii. 警告：不允许保存数据； 

iii. 错误：不允许保存数据； 

10) 标识：公式的标识 

11) 名称：公式的名称 

12) 编辑：打开公式编辑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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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启用：公式是否启用，选中则为启用； 

14) 提示信息：审核公式执行时，需要提示的信息内容； 

15) 当前项：指定主体中的某个指标作为公式的操作对象； 

16) 执行方式： 

h) 初始时执行：新建单据数据时执行的公式； 

i) 运行时执行：单据中字段的值发生变化时，和该字段有关系的运行时公式会执行； 

j) 存取时执行：保存单据数据时执行的公式； 

k) 审核时执行：专门针对“审核”业务（资产项目），点击“审核”按钮时执行的公式； 

l) 总是执行：任何操作都执行的公式； 

m) 启动后执行：打开已有单据时，在读取单据信息时执行的公式； 

n) 换行时执行：暂无此功能； 

（详细公式函数说明见《常用函数说明文档.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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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单据列表定义 

 

9.3.1 新建定义 

定义单据列表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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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单据列表定义的唯一标识； 

标题：单据列表定义的名称； 

描述：该单据的描述； 

是否下发：是否允许导入到参数包中； 

单据列表：所有的单据定义； 

已选单据：该单据列表定义关联的单据定义； 

关联表：默认为单据定义所关联的业务主体； 

关联模型： 

9.3.2 基本信息 

单据列表定义的基本信息维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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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过滤条件 

单据列表界面左侧的查询功能的设置，可以根据过滤条件对单据的数据进行查询； 

 

模型字段：选择主体中的指标； 

标题：查询条件的名称； 

值类型：单值，为根据该值进行匹配查询，允许模糊匹配；范围，通常做为时间的范围查询。 

操作符：大于、等于、小于、模糊匹配等； 

默认值：默认的查询条件的信息； 

录入模式：下拉选择、弹出选择为关联基础数据的指标使用的模式，其他字段为空，表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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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录入模式； 

是否多选：关联基础数据的指标作为条件时使用，条件是否允许多选； 

是否可见：是否将该查询条件启用； 

指定过滤公式：通过公式来实现对查询条件的数据的过滤； 

指定值范围：对查询条件的数据的范围限定； 

重新关联主体：条件可能会指向其他主体进行查找，则需要重新关联主体； 

支持模糊查找：勾选则表示允许进行模糊查找； 

 

 

9.3.4 查询列表 

已选择单据字段为单据列表中显示的栏位。在单据定义中，只有在界面页签中使用到的字段，

才会在单据字段列表中出现。 

 

已选单据字段：列表中显示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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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称：显示的列的指标标识，不填写为指标默认值； 

列标题：自定义列的显示标题，不填写为指标默认值； 

列宽度：自定义列的宽度； 

排序模式：升序、降序或者不排序； 

显示审批状态字段：勾选则显示审批状态列，显示工作流中的审批状态； 

分页展示：勾选上则进行分页显示列表信息； 

每页行数：每一页显示的信息的条数； 

 

9.3.5 功能列表 

该页签中的功能主要是单据列表功能中的一些操作功能，例如：新增、修改、删除、导出等

操作功能。 

 

功能类别：自定义动作或者分隔符，自定义动作中包含有很多的功能，分隔符表示一个分隔

竖线； 

动作名称：根据名称来区分功能动作； 

按钮标题：选择动作名称后，标题会自动匹配相应的标题； 

下拉分组名称：如果需要进行分组，则可以填写下拉分组名称，使一些动作在一个分组中； 

按钮图标：选择动作名称后，标题会自动匹配相应的图标； 

权限控制：该动作是否允许进行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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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单据列表执行 

9.4.1 管理员入口管理 

进入管理入口，增加单据执行功能节点：人员信息单据，功能定义为单据管理执行。 

 

创建完成后，进入该功能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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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标识：选择单据列表定义中的单据定义。 

指定单据样式：一条单据数据支持多个单据定义进行管理； 

默认新建：在用户界面点击该单据时，自动直接打开新建单据界面； 

按创建人过滤：针对单据的提交用户进行数据的过滤，勾选后，用户登录后，只能看到自己

添加的单据数据。 

 

填写完成上述信息后，点击“保存配置”按钮，完成了该单据执行的配置。 

 

9.4.2 用户入口执行 

进入普通用户入口，找到“总部推荐优秀员工”功能节点，该功能节点即为“总部推荐优秀

员工”的单据执行，该界面中的信息为“单据列表定义”中的信息设置。 

 

 



 

                 174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9.4.2.1 单据新增 

点击执行界面中的“新增”按钮，进入单据编辑界面。 

 

填完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新增操作。 

新增操作完成后，界面不会关闭，点击界面中的“新增”按钮继续新增下一条信息；或者点

击“修改”按钮，修改本条信息；或者点击“删除”按钮，删除本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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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2 单据修改 

勾选中需要修改的单据，  

 

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界面， 

 

修改信息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9.4.2.3 单据查询 

单据的左侧是一个查询功能，该功能对应的是“单据列表定义”中的过滤条件页签中的功能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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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据列表定义”中的过滤条件页签设置如下图： 

 

 

 

 

 

 

10 工作流 

 

10.1 工作流程定义 

10.1.1 工具栏 

 

10.1.1.1 新建分组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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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工作流定义列表处，点击新建 下拉按钮，然后选择分组按钮，会弹出新增

分组对话框。如图： 

 

图 10.1-1 分组对话框 

 

 分组名称：分组的自定义名称； 

 分组描述：对该分组的自定义描述； 

2. 录入名称和分组描述后，点击确定后新建分组即成功，点击取消则不做任何

操作。 

10.1.1.2 新建流程 

操作步骤： 

1. 在工作流定义列表处，点击新建 下拉按钮，然后选择流程按钮，会弹出新增

分组对话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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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11-2新增流程 

 流程名称：流程的自定义名称； 

 业务对象：选择在该流程上运行的业务对象，从左侧可选业务对象选中到已选业

务对象中，业务对象可以选取多个，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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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业务对象必须同时发起流程”：为了方便后续的扩展使用，如果需要业务对象同

时发起流程则需要勾选该选项，勾选后系统会记录同时发起流程的业务对象集合。

例如：扩展提交界面，在一个界面中，同时提交报销单、借款单，则需要工作流

定义提供该业务对象集合信息； 

 流程描述：对该流程进行描述； 

2. 录入流程名称、业务对象和描述后，点击确定后新建分组即成功，点击取消

则不做任何操作。 

10.1.1.3 修改按钮 

选择要修改的分组或者流程后，点击修改按钮，弹出与新建时相同的录入对话框，可以修

改分组信息与流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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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4 删除按钮 

选择要删除的分组或者流程，点击删除按钮， 弹出删除所选分组或者流程对话框，如图： 

 

图 10.11-3 删除对话框 

 

 

点击确定即删除，点击取消则不做任何操作。 

注意：分组下存在流程时，分组不允许删除，系统会做出提示。 

10.1.1.5 保存按钮 

点击保存后，会将修改所绘制的流程信息进行保存。 

10.1.1.6 导入按钮 

点击导入后，会弹出对话框，如图： 

 

图 10.11-4 指定导入文件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指定要导入的流程文件（以“.WFD”为扩展名），可将保存在本地的流程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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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系统中。 

10.1.1.7 导出按钮 

点击导出后，会将当前绘制的流程导出到本地目录，保存为以“.WFD”为扩展名的文件。 

 

10.1.1.8 发布按钮 

选择要发布的流程，点击发布按钮便将流程进行发布，置灰后代表发布成功。 

重要一：只有保存后才可以将流程进行发布，否则发布按钮处于置灰状态。 

重要二：流程中必须有开始活动才能发布成功，新建的工作流流程，只有发布

后才会生效。 

重要三：原流程中的节点被删除后，则需要使用“发布”进行工作流流程的更

新，为了防止误删除节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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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9 更新按钮 

 

在工作流中，每个流程可能会存在几个版本流程在流转，更新只是变更其中的指定的流程； 

当工作流中的流程发生变化后，保存并不能让已经流转的工作流实例发生变化，需要点击

更新按钮，对该工作流进行更新（对已发布的流程的变更），但是如果工作流中的节点被删

除，则需要使用发布按钮对工作流进行变更。更新时，需要选择版本进行更新（如下图）。 

 

10.1.1.10 关闭按钮 

点击关闭按钮即退出工作流定义功能。 

 



 

                 183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10.1.2 流程节点介绍 

 

10.1.2.1 开始活动 

功能概述 

开始活动如图所示，它是整个流程的开始，必须是第一个，他后面通常紧跟着基层的用于提

交的人工节点。整个流程有且只有一个开始活动，没有开始活动的工作流不允许发布。 

 

图 10.12-1 开始活动图例 

10.1.2.2 连接线 

功能概述 

连接线是用于连接各个节点的纽带，里面可以录入各种条件，只有符合条件流程才允许通过

该连接线,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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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2-2 连接线图例 

10.1.2.3 人工活动 

功能概述 

在用户需要手动操作的地方设置的节点，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使用该节点，一种是基层用户用

于提交业务对象，第二种是主管用户用于审批操作，节点样式如图： 

 

图 10.12-3 手动节点图例 

提醒：一个人工活动可以接受多个连接线的输入，也可以输出多个连接线。 

10.1.2.4 自动活动 

功能概述 

该节点的样式如图所示 

 

图 10.12-4 自动活动图例 

自动处理一些业务对象的操作，不需要人工的参与； 

其作用有三种： 

（1） 改变当前单位，即允许将要审批该业务对象的单位上升一级或者下降一级，上

升或者下降时由来源的业务对象的审批结果所决定的，当来源申报单的审批结

果为通过、部分通过或基层初次提交时，申报单在该节点处自动上升，反之当

来源业务对象为驳回时，该节点即自动将要审批该业务对象的单位下降一级。 

（2） 业务审批结束，当业务对象经过该节点时，整个审批流程结束，不再向其他地

方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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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送反馈信息，该节点紧跟在上一个自动活动（属性为业务审批结束）之后，

用于向基层和各级主管发送最终的业务对象通过与否的反馈信息。 

10.1.2.5 结束活动 

功能概述 

结束活动如图所示，它是整个流程的末端，标识流程的结束,可以有多个结束活动节点，但

是必须是最后一个活动节点。 

 

图 10.12-5 结束活动图例 

10.1.2.6 发散节点 

功能概述 

发散节点如图，是当审批的流程出现分支时，用于产生分支的节点。 

 

图 10.12-2 分散节点图例 

提醒：一个发散节点可以接受多个连接线的输入，也可以输出多个连接线 

10.1.2.7 子流程节点 

功能概述 

子流程节点如图，当业务对象到达该节点时，自动进入其关联的另一个本地的流程，这个被

关联的流程称之为子流程，业务对象从子流程的开始活动开始流转直至结束活动，然后业务

对象又回到主流程上。带着子流程的审批结果从子流程节点出发，继续流转到主流程的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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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点。 

 

图 10.12-3 子流程节点图例 

 

10.1.2.8 远程子流程节点 

功能概述 

远程子流程节点如图，其功能类似子流程节点，不同之处在于其连接的子流程是远程的、不

在同一个服务器上的流程，因此，在配置远程子流程节点前，需要配置远程服务器的地址。 

 

图 10.12-4 远程子流程节点图例 

 

配置远程服务操作步骤 

1、进入“参数同步”下的“服务管理”功能，看到如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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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2-5 服务管理图 

3.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如图对话框： 

 

图 10.12-6 新建服务图 

 标题：录入该远程服务的名称 

 远程地址：录入该远程服务的名称 

 用户名：录入该远程服务的系统管理员用户名，一般是 admin 

 密码：可以不用输入 

 地址类型：远程代表要连接的地址与本地不同属于一个服务器，勾选本地代表该

服务为本地地址，业务对象会将勾选着本地的服务地址传到 

 状态：勾选启用则该服务地址可被远程子流程所引用，否则不能。 

 测试连接：如果远程地址有效，则点击测试连接则提示连接已成功，否则提示连

接失败。 

4. 点击确定按钮，则保存配置，点击取消按钮则不做任何操作。 

5. 点击修改，会弹出如图对话框，可以对选中的服务进行编辑。 

6. 点击删除按钮，会弹出如图对话框，提示是否删除，点击确定则删除，取消

则不做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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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2-7 删除对话框 

10.1.3 流程节点属性 

10.1.3.1 基本信息 

功能概述 

该模块是录入流程节点或流程主属性基本资料的地方，包括名称、标题和描述。 

操作步骤 

1. 对某一节点或者对流程空白处点击右上角的图标，弹出如图对话框。 

 

图 10.13-8 属性及删除图 

2、点击属性，如果是对节点点击，则见图，如果是对流程空白处点击，则弹出主属性如图。 

 

图 10.19 节点属性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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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该节点或者流程的实际名称 

 标题：该节点或者流程的显示名称 

 超时时间：无用，不需要填 

 描述信息：对该该节点或者流程进行描述 

涉及流程节点或主属性 

所有节点及主属性。 

提醒：除主属性外，其它地方可以不用写标题、名称及描述信息。 

10.1.3.2 流程参数 

功能概述 

该模块用于对流程所涉及的参数进行添加、删除与修改等操作。针对流程的一个局部的变量

的设置（由开发人员根据业务需要进行设置，通常情况不需要进行设置）。 

操作步骤 

1. 进入属性界面后，点击流程参数页签，界面如图所示。 

 

图 10.13-3 工作流流程参数图 

2. 点击新增按钮，弹出如图录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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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4 流程属性编辑图 

 参数名称：录入参数的名称 

 参数标题：录入参数的标题 

 参数类型：选择该参数所属类型 

 是否公开：无实际用处，可以不勾选 

 默认值：录入该参数默认的数值 

 描述信息：对该参数进行描述 

3. 点击确定，便将信息进行了保存，点击取消则不作任何操作。 

4. 点击编辑按钮，可以对参数信息进行编辑。 

5. 点击删除按钮，则删除参数。 

6. 对参数增删改完后，点击确定按钮，则操作被保留，点击取消按钮则本次所

有操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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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3 扩展配置 

功能概述 

该模块用于二次开发的扩展，例如：选择是否启用明细审批或者是否启用电子签章功能，后

期可能还会添加其它功能。 

操作步骤 

1. 进入属性界面后，点击扩展配置页签，界面如图所示。 

 

图 10.13-5 拓展配置图 

2. 勾选即启用，不勾选则该流程不启用。 

3. 点击确定按钮，则操作被保留，点击取消按钮则本次所有操作取消。 

提醒：当主流程启用明细审批时，子流程也必须启用明细审批，反之亦然。 

提醒：启用明细审批和启用电子签章需要在业务对象界面增加一些字段以及做一些

界面修改，具体详见本章 3.4 和 3.5。 

10.1.3.4 工作项 

功能概述 

该模块用于设置节点的具体工作内容。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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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人工活动的属性界面，选择工作项页签，如图所示。 

 

图 10.13-6 工作项 

参数映射为映射流程参数中的参数； 

2. 点击配置，弹出如图对话框 

 

图 10.13-7 手动节点选择界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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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是代表基层用户的手动节点，则选择提交界面，如果是代表主管用户的手

动节点，则选择审批界面 

4. 点击确定按钮，则操作被保留，点击关闭按钮则本次所有操作取消。 

5. 进入自动节点的属性界面，选择工作项页签，如图所示 

 

 

图 10.13-8 自动活动选择执行任务 

6. 点击配置按钮，选择需要的可选任务。 

7. 点击确定按钮，则操作被保留，点击关闭按钮则本次所有操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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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5 动作 

功能概述 

当业务对象到达此手动节点时，可以进行的动作在此模块设置，主要用于会签。 

操作步骤 

1. 进入属性界面，点击动作页签，如图所示。 

 

图 10.13-9 动作 

2. 点击新增按钮，弹出如图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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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10 新增动作 

3. 在动作标题中选择相应的动作，点击确定按钮，则操作被保留，点击取消按

钮则本次所有操作取消。 

提醒：当主属性中勾选了启用明细审批时，则手动节点的动作必须设为提交，当主

属性设置为不启用明细审批时，手动节点的动作必须设为同意和驳回两个动作。基层用

户的手动节点不受这个约束，动作必须为提交。 

10.1.3.6 参与者 

功能概述 

此模块是用于设置参与审批的用户的策略，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用户可以进行审批，例如：指

定用户、指定角色用户等等。 

操作步骤 

1. 进入属性界面，点击参与者页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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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11 活动参与者 

2. 点击新增按钮，弹出如图对话框： 

 

图 10.13-12 选择参与者策略 

3. 在策略选择处可以选择相应策略，常用的策略有以下几种。 

 所有用户：所有用户均可以审批 

 当前操作者：哪个用户提交，哪个用户进行审批 

 当前单位指定角色：当业务对象流转到该单位时，只要用户拥有该单位的读写权

限且符合所指定的角色，即可审批 

 指定角色的用户：只要是这个角色的用户，无论属于哪个单位均可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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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其中一个策略，比如选择当前单位指定角色，弹出框如图所示： 

 

图 10.13-13 选择策略对应的角色 

5. 选择相应的角色，点击确定按钮，则操作被保留，点击取消按钮则本次所有

操作取消。 

 

 

提醒：用户管理处新建用户时，其所属单位必须写上，否则工作流的参与者策略会

找不到当前单位，从而所有当前单位相关的策略都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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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1 指定用户 

 
指定特定的一个用户为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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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2 脚本 

 

10.1.3.6.3 指定单位的用户 

指定某一单位下的所有用户为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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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4 指定岗位的用户 

指定某一个部门下的某一个岗位下的全部用户为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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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5 指定角色的用户 

指定某一角色下的用户为参与者，可以增加过滤公式，对角色中的参与者进行数据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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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6 指定单位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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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7 指定单位的指定角色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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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8 指定用户所属单位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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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9 指定用户所属单位的指定角色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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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10 指定用户所属单位的指定岗位的人员 

 

10.1.3.6.11 流程发起人所属单位的指定岗位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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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12 通过参数指定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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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13 指定用户上级单位的指定角色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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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14 指定用户上级单位的指定岗位的人员 

 



 

                 210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10.1.3.6.15 当前单位指定角色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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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16 当前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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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17 当前单位指定角色且对发起单位有权限人员 

 

 

 

 

10.1.3.7 转移条件 

功能概述 

转移条件是判断流程是否能够通过该连接线到达另一个节点的依据，只有符合连接线上的所

有条件才允许通过。如果有多个连接线的条件都满足，则按照转移条件顺序执行的第一个条

件流转。 

操作步骤 

1. 进入连接线的属性页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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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14 转移条件设置 

2. 可以录入相应的条件，目前支持的条件包括： 

 not CanAuditFunction()：无审批权限则通过。 

 CanAuditFunction()：有审批权限则通过。 

 [billRunResult]=""：填入双引号内部的数字代表审批结果，分别为 1为审判通

过，3为审批部分通过，99为审批驳回，符合条件的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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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_currAuditUnit]=" "：当业务对象的当前审批单位的 recid为双引号内部的

数据时，允许通过，此条件一般在用于判断是否走远程工作流时所用，只有到了

某一单位后，才能允许到达另一个远程子流程节点。 

 

涉及节点或主流程 

只有连接线涉及。 

10.1.3.8 子流程 

10.1.3.8.1 基本属性 

功能概述 

基本属性部分用于设置子流程的服务来源，执行模式包括本地同步、远程同步、本地异步、

远程异步四个选项，其中本版本只支持本地同步和远程同步。本地同步指的是关联的子流程

与主流程是在同一个服务器下运行的流程，而远程同步则是在不同的服务器上运行的两个流

程进行关联。如本地服务是 10.2.12.66，则本地同步选择的流程也是 10.2.12.66，异地同

步选择的流程则是另一个服务地址，如 10.2.21.197，来源是在系统参数的服务配置中所设

置。子流程中没有提交人工活动。 

操作步骤 

1. 右键点击子流程节点，进入属性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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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15 子流程 

2. 选择执行模式下的异地同步，此时远程服务实例会自动获取该服务下的所有

流程，选择本地同步也是如此。 

10.1.3.8.2 子流程的选择 

功能概述 

在选择了服务信息后，该服务下的所有流程均可以在默认子流程中选中。如果需要针对某些

单位选择特别的子流程，可以在高级配置中进行单独的流程关联，除了高级配置中所设置的

单位要按照特定的子流程流转外，其余单位均按照默认子流程进行流转。 

操作步骤 

1. 当选择完服务实例后，在默认子流程中选择远程服务实例下的某一子流程，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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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16 默认子流程 

2. 当需要为特定单位配置子流程时，将高级配置的未启用改为已启用，如图所示。 

 

图 10.13-10 启用高级配置 

3. 点击配置按钮，弹出如图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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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17 高级配置界面 

4.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增页面录入框，如图所示。 

 

图 10.13-18 新增方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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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单位右侧的。。。按钮，弹出如图对话框，展示的是子流程服务所在的所

有单位树。 

 

图 10.13-19 单位选择 

6. 选择某一个单位后，点击确定即选择单位，点击取消则不做任何操作。 

7. 选择子流程下拉框，可以选择远程服务器上的所有流程。 

8. 当选择完子流程及单位后，点击保存，界面上即出现一条新增的记录，如图

所示。 

 

图 10.13-20 配置成功后的高级配置界面 

9. 点击修改按钮，弹出图，可以对审批配置对应信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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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如图删除对话框，点击确定，便将配置信息进行了保存，

点击取消则不作任何操作。 

 

图 10.13-21 删除对话框 

11. 点击明细按钮，展示如图的配置信息，但不能修改。 

 

图 10.13-22 明细界面 

12. 点击关闭按钮，退出界面。 

提醒：一个单位只能关联一个子流程，在高级配置处令单位关联指定的子流程后，

只要业务对象流转到该单位，就按照指定子流程流转，否则按默认子流程流转。 

提醒：子流程修改发布后，引用到该子流程的主流程也必须保存并重新发布。 

涉及节点或主属性 

只涉及子流程节点和远程子流程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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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8.3 参数映射 

功能概述 

用于关联子流程的参数与主流程的参数，保证能够一一对应即可。 

操作步骤 

1. 参数映射模块如图所示 

 

图 10.13-23 配置成功后的高级配置界面 

2. 点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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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24 添加参数 

 

3. 在任务参数输入框中录入子流程的参数，在流程参数输入框中选择本地主流程

的参数，点击确定，两者便相互关联，关联后如图所示，点击取消则不作任何操

作。 

 

图 10.13-25 关联参数 

4.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如图对话框，可以修改子流程的参数所对应的主流程参

数，点击确定，两者便相互关联，点击取消则不作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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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26 编辑参数 

5. 当光标位于某一行参数时，点击清除按钮，则自动将已关联好的信息整行除

去  

6. 当参数映射中存在未关联参数时，点击清除按钮，则所有未关联的参数自动

清空 

7. 当光标位于某一行参数时，点击上移按钮，参数会上移一行，点击下移按钮，

参数会下移一行 

涉及节点或主属性 

子流程节点和远程子流程节点 

提醒：当选择了子流程后，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在参数映射处新增参数，参数映射会

自动将子流程的主属性参数带过来，只需要对引用过来的参数进行关联即可。 

提醒：必须将所有的参数进行一一映射，且要关联的子流程的参数名必须与主流程

参数的参数名一致。 

 

10.2 工作流流程监控 

功能概述 

该模块主要用于查看业务对象与相应的流程对应情况，主要查看发起人、对应的流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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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对象相关信息等，以便在工作流执行过程中更好地进行监控与问题跟踪。 

操作步骤 

点击工作流程管理节点，进入界面，如图所示 

 

图 4-1 工作流程管理界面 

 流程树：左边的流程树展示的是在本地服务上的所有流程，可以通过树形结构展

开，与工作流定义处的流程树形一致。 

 流程列表界面：右边的流程列表展示的是所有在该流程下跑的业务对象 

10.2.1 查找功能 

功能概述 

查找功能用于过滤出该流程下相应的业务对象信息。 

操作步骤 

1. 点击查找按钮，弹出如图录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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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 查找功能 

2. 选择业务对象定义的下拉框，弹出选项如图所示： 

 

图 10.2-2 选择单据 

3. 根据树形展开选中想要查找的业务对象，如资产使用文件夹下的对外投资申报

单等，只允许单选，选中后鼠标点击其它地方即可。 

4. 在业务对象编号输入框中录入想要查找的单据信息。 

5. 点击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录入处，弹出选择时间控件如图所示，可以选择业务

对象开始时间和业务对象结束时间，双击日期即为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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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3 时间控件 

6. 点击业务对象状态右边的下拉框，弹出如图所示，可以根据业务对象的状态对

业务对象进行过滤。 

 

图 10.2-4 配置成功后的高级配置界面 

 激活状态：业务对象还处于流程之中，有用户可以对此进行审批，审批还未完全

结束。 

 挂起状态：该业务对象被系统管理员暂停，不允许其再留转，用户不允许对之审

批，管理员恢复之后可以继续流转。 

 完成状态：业务对象已经完成了整个审批流程，反馈回了基层。 

 终止状态：该业务对象被系统管理员终止，不允许其再留转，用户不允许对之审

批。 

7. 可以摁住 ctrl 键不放进行多选，选择完后鼠标点击其它地方即可。 

8. 点击发起人右边的选择按钮，弹出如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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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5 用户选择列表 

9. 点击角色和单位树进行展开，如图所示 

 

图 10.2-6 单位和角色树形 

10. 选择管理员角色节点，则可选用户下自动载入该角色下的所有用户。 

11. 对某一可选用户中进行双击，或者点击选择按钮，将该节点选择到已选择用

户中去，如图所示。 

 

图 10.2-7 用户选择 

12. 也可点击全选按钮，将所有的用户都选择到已选用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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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也可以在请输入用户名称输入框中录入用户的登录名，如图，点击查询按钮

进行搜索，查询结果将出现在可选用户中。 

 

图 10.2-8 搜索用户框 

14. 条件录入完后，点击确定则系统将根据查询条件自动进行过滤，在主界面右侧

的列表中展示符合条件的业务对象。 

10.2.2 暂停功能 

功能概述 

对正在进行中的业务对象进行暂停，属于可恢复性操作，被暂停的业务对象无法再流转和审

批，暂停后的业务对象的状态会由激活状态变为挂起状态。 

。 

操作步骤 

1) 对某一业务对象点击暂停按钮，弹出如图对话框。 

 

图 10.2-9 暂停对话框 

2) 点击确定则暂停，点击取消则不作任何操作。 

 

10.2.3 恢复功能 

功能概述 

对正在进行中的业务对象进行恢复，被恢复的业务对象可以再流转和审批，恢复后的业务对

象的状态会由挂起状态变为激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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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对某一业务对象点击恢复按钮，弹出如图对话框。 

 

图 10.2-10 恢复对话框 

2. 点击确定则暂停，点击取消则不作任何操作。 

10.2.4 终止功能 

功能概述 

对选中业务对象进行终止，被终止的业务对象永远不能再流转和审批，终止的业务对象的状

态会变为终止状态。 

操作步骤 

1. 对某一业务对象点击终止按钮，弹出如图对话框。 

 

图 10.2-11 终止对话框 

2. 点击确定则暂停，点击取消则不作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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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审批任务列表定义 

10.3.1 基本信息 

 

1) 标题：审批任务列表定义自定义标题； 

2) 描述：自定义该审批任务列表的功能描述； 

3) 可选业务对象：可以进行审批的业务对象； 

4) 已选业务对象：该审批任务列表定义对应的业务对象，已选业务对象有且只有一个业务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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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查询列表 

 

1) 可选字段：业务对象中的全部指标； 

2) 已选字段：在审批列表中显示的数据列（如下图）； 

 

3) 列信息 

a) 列宽度：显示的数据列的宽度； 

b) 对齐方式：列中数据的对齐方式，左对齐、右对齐、居中对齐； 

c) 在列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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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字段类型： 

e) 显示格式：主要是日期和浮点型数据的显示格式的设定； 

f) 过滤条件：编写公式，实现对列中的数据进行过滤； 

g) 排序：数据列中的信息的排序方式，升序、降序、不排序； 

 

10.3.3 过滤条件 

在审批列表中增加查询的功能： 

 

1) 模型字段：业务对象中的指标； 

2) 标题：查询条件的名称； 

3) 值类型：查询条件类型，范围查询还是单值查询； 

4) 操作符：数据匹配形式，大于、等于、小于等等 

5) 默认值：默认条件匹配数据； 

6) 录入模式：查询条件的录入模式，下拉式录入、文本填写方式录入； 

7) 允许多选：在下拉式录入时，是否允许选择多个条件； 

8) 允许可见：查询条件是否允许显示出来，有些不需要进行操作的查询条件可以直接

默认为不可见； 

用户使用效果（如下图），设置完成过滤条件后，在审批列表需要增加一个功能“查询”，

点击该“查询”按钮，会弹出过滤条件设置界面，填写过滤条件，点击“确定”按钮，

完成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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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功能列表 

设置审批功能中的功能动作： 

 

设置完成的效果（如下图）：功能列表中设置了两个动作“处理”和“查询”，在审批列表界

面中，就会出现这两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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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审批属性 

设置审批界面中的审批属性， 

 

1) 不显示审批意见：如果勾选不显示审批意见，则后两项设置无效，不勾选，则会在审批

界面中显示审批意见的文本框； 

2) 审批意见必填：勾选后，审批意见文本框必须填写，否则不允许审批；不勾选，则审批

意见允许不填写； 

3) 自定义标题：默认标题为审批意见，允许在该处自定义标题； 

审批界面中的审批意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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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工作流审批管理 

工作流审批管理为业务对象审批的功能的执行； 

1) 新建功能节点，功能定义设置为“工作流审批管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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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完成该功能节点后，需要配置该功能节点的设置（如下图）： 

 

任务列表定义名称为：审批任务列表定义中的某个对象的审批； 

点击“保存配置”存储设置信息。 

3) 在用户系统中的运行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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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工作流数据表说明 

10.5.1 审批意见表 B0501_WORKITEMREFER 

字段 含义 

approvedate 审批时间 

WORKITEMID 工作项 id 

APPROVALUNITID 审批单位 id 

approveUnitTitle 审批单位名称 

actionId 审批动作 

BUSINESSINSTANCEID 数据 id 

approvalUserGuid 审批人 id 

approvalUserTitle 审批人名称 

allsuggest 审批意见 

nextWorkItemTitle 下一个节点名称 

approvalActionTitle 审批动作名称 

10.5.2 流程实例表 ProcessInstance 

字段 含义 

WFGUID 工作流 id 

WFVERSION 工作流版本 

STATE 状态 

STARTNODE 起始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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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IME 开始时间 

FINISHTIME 完成时间 

GUIDREF 数据 id 

SUBFLOWCALLINFO 子流程实例信息 

10.5.3 工作项表 NODEINSTANCE 

字段 含义 

PIGUID 流程实例 id 

NODENAME 流程节点 name 

STATE 状态 

LOCKEDUSER 工作项锁定人 

STARTTIME 开始时间 

FINISHTIME 完成时间 

NODETYPE 数据 id 

ACTIONID 子流程实例信息 

10.5.4 参与者表 PARTICIPANT 

 

字段 含义 

NIGUID 工作项节点 id 

USERID 审批人 id 

ACTION 审批动作 

STARTTIME 开始时间 

FINISHTIME 完成时间 

WORKFLOWGUID 工作流 id 

10.5.5 表间关系 

 B0501_WORKITEMREFER 的 workitemid 对应 nodeinstance 表的 recid 

 PARTICIPANT 的 NIGUID 对应 nodeinstance 的 recid 

 Nodeinstance 的 piguid 对应 ProcessInstance 的 recid 

 Nodeinstance 的 workcategory 对应 单据定义表 b0104_billdefine 的 recid 

 ProcessInstance 的 guidref 对应审批数据的 recid  

 Parameter 流程参数表的 piguid 对应流程实例 processinstance 表的 re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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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操作 SQL 

查待审批的流程实例： 

select * from processinstance where state=3 

查待审批的工作项： 

select * from NODEINSTANCE where state = 2 

查待审批工作项的审批人记录信息：userid 字段是审批人 id 

select * from participant where niguid in (select recid from NODEINSTANCE where state = 2) 

and action=0 

查审批人信息表：belongorg 字段是用户所属单位 id 

select * from sm_user 

查询单位信息表： 

select * from md_org 

查询单据定义信息表： 

select * from b0104_billdefine 

查询驳回的流程实例：value =1 是同意，99 是驳回 

select * from processinstance where state = 5 and recid in(select piguid from parameter where 

name = 'SYS_RUNRESULT' and value=99 ) 

查询工作项关系：nextguid 当前工作项 id 

select prevguid from nextitem where nextguid='xx' 

10.5.7 工作项节点类型字段 

 

public enum NodeType { 

 

 /** 

  * 起点 

  */ 

 START(1, "START"), 

 /** 

  * 终点 

  */ 

 FINISH(2, "FINISH"), 

 /** 

  * 自动活动 

  */ 

 AUTOMATIC(3, "AUTOMATIC"), 

 /** 

  * 手工活动 

  */ 

 MANUAL(4, "MANU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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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子流程活动 

  */ 

 SUBFLOW(5, "SUBFLOW"), 

 /** 

  * 远程子流程活动 

  */ 

 REMOTESUBFLOW(6, "REMOTESUBFLOW"), 

 /** 

  * 空活动 

  */ 

 ROUTE(7, "ROUTE"), 

 /** 

  * 发散器 

  */ 

 SPLIT(8, "SPLIT"), 

 /** 

  * 汇聚器 

  */ 

 JOIN(9, "JOIN"); 

} 

 

10.5.8 流程实例状态字段 

 

STATE 

/** 

 * <p>过程实例状态枚举</p> 

 *  

 * @author 王星宇 

 */ 

public enum EnumProcessState { 

  

    /** 

     * 未知状态 

     */ 

    UNKNOWN(0, "未知状态"), 

    /** 

     * 就绪状态 

     */ 

    INITIATED(1, "就绪状态"), 

    /** 

     * 激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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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TIVE(3, "激活状态"), 

    /** 

     * 挂起状态 

     */ 

    SUSPENDED(4, "挂起状态"), 

    /** 

     * 完成状态 

     */ 

    COMPLETED(5, "完成状态"), 

    /** 

     * 终止状态 

     */ 

    TERMINIATED(6, "终止状态"); 

} 

10.5.9 待审批工作项的状态 

 

/** 

 * <p>活动实例状态枚举</p> 

 *  

 * @author 王星宇 

 */ 

public enum EnumWorkItemState { 

  

    /** 

     * 未知状态 

     */ 

    UNKNOWN(0, "未知状态"), 

 /** 

  * 未激活状态 

  */ 

 INACTIVE(1, "未激活状态"), 

 /** 

  * 激活状态 

  */ 

 ACTIVE(2, "激活状态"), 

 /** 

  * 挂起状态，通常是由于工作项完成出错而进入该状态，也可能是人工操作 

  */ 

 SUSPENDED(3, "挂起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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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成状态 

  */ 

 COMPLETE(4, "完成状态"), 

 /** 

  * 回退状态 

  */ 

 SENDBACK(5, "回退状态"), 

 /** 

  * 忽略状态,通常是 OR 类型的汇聚节点,在某一条路径已经到达时忽略其他前驱节点 

  */ 

 IGNORE(6, "忽略状态"), 

 /** 

  * 当节点运行出现异常而又无法处理时的状态 

  */ 

 ERROR(7, "错误状态"), 

 /** 

  * 中断状态，通常是由于工作项任务执行出错而进入该状态，也可能是人工操作 

  */ 

 BREAKOF(8, "中断状态"); 

} 

10.5.10 清除工作流数据的表 

 

ProcessInstance  PARTICIPANT NODEINSTANCE NEXTITEM PARAMETER 

TIMEEVENTS 

B0501_WORKITEMREFER  

 

10.6 业务示例 

10.6.1 明细审批相关修改 

功能概述 

如果需要用到明细审批功能，则不仅需要在主属性的扩展配置中勾选明细审批功能，也需要

在相关的数据建模、业务对象定义处做相关的调整。调整后的业务对象如果又不想使用明细

审批功能而想改成整单审批，只要在主属性的拓展配置中不勾选明细审批功能就可以，审批

业务对象多余的列和字段将自动隐藏，本次修改支持两种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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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数据建模中，申报单表体要加字段“APPROVALSTATE”,字符串类型，长度>10，

如图： 

 

图 10.64-1 数据建模处新增字段 

2. 单据定义中，申报单模型，表体模型，加入三个字段，分别是：“APPROVALSTATE”、

detail_isSelected、detail_suggest，后两个为虚字段，类型分别是 String、

boolean、String，如图： 

 

图 10.64-2 单据定义处新增字段 

3. 界面设计页签中，表体表格中，加入上面三个字段。detail_isSelected、

APPROVALSTATE依次排在“序号”后，detail_suggest 排在“备注”前，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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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4-3 界面设计页签中新增三个字段 

4. 表体表格上方增加 5个按钮：同意、驳回、全选、反选、全清。按钮的参数，

要设定为“workflow:hide”,这样按钮在工作流中，非明细审批就会隐藏了，如图： 

 

图 10.64-4 新增按钮 

5. 在绘制明细审批流程时，工作项的动作不是同意跟驳回，而是提交。流程的扩

展配置要勾选上“是否为明细审批”。 

 

图 10.64-5 勾选是否明细审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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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电子签章相关修改 

功能概述 

如果需要用到电子签章功能，则不仅需要在主属性的拓展配置中勾选启用电子签章功能，也

需要在相关的数据建模、单据定义处做相关的调整。调整后的单据无法在不启用电子签章功

能后自动隐藏电子签章的内容，只能再次在单据定义中进行修改。 

操作步骤 

1. 在数据建模中新建“签章数据”字段 （标识为 SEALDATA，类型为二进制）和

“签章状态” 字段（标识为 SEALSTATE，类型为字符串，精度 60），如图： 

 

图 10.65-1 数据建模中添加字段 

2. 在单据定义—字段选择中将签章数据、签章状态设为已选字段，并添加虚字段

签章图像（标识为 SEALIMAGE，类型为二进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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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5-2 单据定义处添加字段 

3. 在工具栏中选出电子签章和验证签章按钮（基层），如图： 

 

图 10.65-3 添加电子签章字段 

4. 在单据界面设计，模型属性--字段中拖出签章状态，在界面元素中拖出图章区，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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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5-4 单据界面处拖出图章 

5. 接下来，在流程定义中勾选启用电子签章功能即可，如图： 

 

图 10.65-5 勾选是否启用勾选电子签章 

 

 

 

 

 

11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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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查询定义 

11.1.1 概述 

查询功能是先进行查询模板的定义，也就是说，要把查哪些表，显示哪些字段，查询时

需要输入哪些参数，参数如何定义等等放在一个查询模板中，定义好查询模板，然后再通过

“查询执行”功能执行查询。这样做是因为查询的条件有可能非常复杂，而且用户需求各有

不同，通过灵活的定义功能，能够满足用户的各种业务需求，因此采用了先定义模板，然后

再查询的方式。 

11.1.2 主界面说明 

初次进入查询定义功能，您看到的是如下界面： 

 

图-查询定义主界面 

在主界面的工具栏中有一些常用的功能按钮： 

 ：您可以选择新建查询模板，还是新建一个查询模板的分组。 

 

图：选择新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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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只有先建立分组，才能建立查询模板。 

11.1.2.1 新建分组 

点击“新建”，选择“新建分组”，需要填写标识、标题和描述信息。 

 

图：新建分组 

11.1.2.2 新建查询模板 

选中一个分组，点击“新建”，选择“新建查询模板”，需要填写标识、标题和描述信息。

并选择查询类型。 

 

图：新建查询模板 

提醒： 

标识：以大写字母开头，由大写字母和数字组成，标识不能与其他模板标识重复。 

标题：标题中不能包含以下字符：\/:*?"<>| ，可以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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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类型可以选择： 

 主体：通过手动选择主体及配置字段，参数，界面等来建立一个查询模板。 

 扩展模型：通过研发的二次开发来扩展数据源，其他的模板信息需要配置。 

 高级查询：通过编写 DNA SQL 来建立一个查询模板。主要是数据源部分，其他的

模板信息也需要配置。 

我们重点介绍查询类型为主体和高级查询时创建查询模板的方法。 

11.1.2.3 修改 

：点击修改后，模板处于修改模式，各个页签下的内容才能修改。同时保存按

钮处于激活状态，修改按钮处于置灰状态。未点击修改时，各个页签下的内容只能查看。 

 

图：未处于修改模式下的模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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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修改模式下的模板状态 

 

同时，此按钮对查询模板分组也有作用。选中某分组后，点击该按钮，则会弹出和新建

分组一样的对话框，允许用户进行内容编辑。 

 

图：修改分组 

 

11.1.2.4 删除 

：选择界面左侧树上的模板后，点击删除按钮，然后点击确定可以删除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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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删除查询模板操作示意 

 

同时，此按钮也可以删除分组。当用户首先选择某分组后，点击删除按钮，在弹出的对

话框中点击“确定”后即可删除。 

 

图：删除分组 

如果某分组下有其他内容，需要先清空，否则删除时会有提示。 

 

图：删除分组提示 

11.1.2.5 保存 

：处于修改模式下的模板，进行编辑后，需要点击保存按钮才可以将内容持久

化。此按钮和修改按钮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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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6 复制 

：选择一个查询模板，然后点击主界面的“复制”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选

择目标分组，就会在目标分组中创建一个当前查询模板的副本，如果是同一个文件夹，

则会自动将模板名称更改，并且在标题在前面加“复件”字样。 

 

图：复制操作步骤 

结果如下图： 

 

图：复制结果 

提醒：复件模板的标识会在原标识后面加数字 1。标题会在原标题前加“复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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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7 移动 

：选择查询模板，然后选择“移动”按钮，可以将模板移动到目标分组中。所

选的查询模板将会从当前分组移动到目标分组中，不会产生副本。 

 

图：移动操作步骤 

移动后的情况： 

 

图：移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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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8 导出 

：点击“导出”按钮，选择需要导出的查询模板或分组，可以将查询模板打包

成 zip 文件，然后提供用户下载。 

  

图：导出模板对话框 

提醒：在选择模板时可以利用快捷键： 

按 +鼠标单击：选中节点及其直接下级。 

按 +鼠标单击：选中节点及其所有下级。 

11.1.2.9 导入 

：上传符合格式的导入模板（通常为其他系统通过“导出”功能导出的模板），

可以将模板的所有信息全部导入，并可直接应用导入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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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模板导入 

提醒：因为导入的模板通常是从其他应用中该功能导出的，所以都会自带模板的分

组信息。如果导入的模板所属的分组在系统中存在，则分组导入后自动显示在其所属分

组中，否则需要用户选择导入到哪个分组下。 

 

提醒：如果导入的模板与系统已有模板重复，系统会提示是否覆盖已有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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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确认覆盖模板对话框 

选择“是”会覆盖系统已有模板。 

选择“否”该重复的模板会导入失败，其他模板导入成功。 

选择“取消”取消导入操作，所有模板均不会被导入。 

导入成功后，系统会给出导入成功的提示，并罗列出导入成功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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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导入结果 

11.1.2.10 查询 

：可以对当前模板进行查询，也可以用它来预览查询结果页面。其效果与查询

执行相同。 

11.1.2.11 关闭 

：退出当前功能。 

11.1.3 查询类型为主体 

新建查询类型为主体的查询模板，建好后默认定位到基本信息页签下，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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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主体类型查询模板 

模板中共有八个可设置页签，分别是：基本信息，数据源设置，查询列设置，参数设置，

条件设置，结果设置，联查设置和标签设置。我们将逐个详细讲解。 

11.1.3.1 基本信息 

 

图：基本信息页签 

可以查看和修改查询模板的基本信息，可修改查询模板的标识，标题和描述。不能修改

查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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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 数据源设置 

 

图：数据源设置页签 

数据源设置就是选择要查询的主体（也就是数据库逻辑表），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主体。

拿一个简单的 SQL 语句来说，就相当于 SQL 语句的 from table 部分。 

SELECT * FROM 人员基本信息; 

 

图：选择查询表 

在表属性中可以修改查询表的标题和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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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属性基本信息 

如果选择了多个主体，则要设置它们的表间关系，表间关系就相当于 SQL 中的表连接。 

如下图： 

 

图：表间关系设置 

以上的设置相当于 sql 语句中的左连接，联合查询的结果以左表（人员基本信息）为准： 

SELECT * FROM 人员基本信息 LEFT JOIN 组织 ON 人员基本信息.组织机构 = 组织.

行标识; 

查询定义共提供了左连接，右连接，内连接和完全连接四种连接方式。 

所谓连接查询，就是将两个或多个表通过一定的条件将全部或部份字段连接到一起，得

到一个新的数据集合。 

如：有人员档案和工资档案两个表，两个表有共同的关键字段 NAME(姓名代码），其中

人员档案存储了人事资料，工资档案存储了薪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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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人员档案表（左表） 

 

图：工资档案表（右表） 

因此可以通过 NAME 字段将两个表连接起来，从而使查询结果可以同时得到人员档案

信息和工资信息。 

关于这四种连接的说明如下： 

 左连接：以前面的表为主，先显示左表中所有记录，然后右边（后面的）的表如有

符合连接条件的记录就与左表字段连接后显示，否则不显示。 

SELECT * FROM 人员档案 LEFT JOIN 工资档案 ON 人员档案.NAME=工资档

案.NAME 

其结果为：  

 右连接：以后面的表为主，显示后面的表中所有记录与前面的表中符合连接条件的

记录。 

SELECT * FROM 人员档案 RIGHT JOIN 工资档案 ON 人员档案.NAME=工资档

案.NAME 

其结果为：  

 内连接：其结果为两表进行左连接和右连接的交集。 

SELECT * FROM 人员档案 JOIN 工资档案 ON 人员档案.NAME=工资档案.NAME 

其结果为：  

 完全连接：其结果为两表进行左连接和右连接的并集。 



 

                 262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SELECT * FROM 人员档案 FULL JOIN 工资档案 ON 人员档案.NAME=工资档

案.NAME 

其结果为：  

11.1.3.3 查询列设置 

 

图：查询列设置页签 

在查询列页签中，需要设置选择的字段信息，也就相当于选择 SQL 语句中的列。如下： 

SELECT 组织机构名称,单据编号…FROM 人员基本信息 

在“可选字段”里显示的是在数据源设置中选择的主体，点开主体可以看到主体的所有

字段。 

提醒：不能被查询的列，例如备注型，二进制型的大字段，会自动过滤，不会显示在可

选字段中。 

把字段选到“已选字段”后，可以对每一个字段分别设置字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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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查询列设置操作示意 

按住 或者 键选择一些字段，点击 按钮，可以将所选的字段

选到已选字段列表中。如果所选的是表名，则可以将所选表中所有字段选到已选字段中。 

点击 按钮可以将所有可选字段选到已选字段列表中。 

假如某个字段关联的是基础数据，则会出现虚字段，即该基础数据的名称和代码。 

技巧：如果只是选择显示数据的名称或代码的话，建议用虚字段，会提高一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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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虚字段示意 

关联基础数据的字段前面会带加号 ，点开加号，会显示关联的基础数据的所有指标。 

  

图：关联基础数据指标展开效果 

例如目前查询的是单据“人员基本信息”，它里面有 GUID 型指标部门关联了基础数据

“部门”，查询列选择了部门中的指标“部门主管”，则在查询执行时能够查出单据中的部门

对应的主管名称。 

 

图：字段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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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段名称：所选字段的唯一标识，由字段所属表标识+字段标识组成，不可修改。 

 标题：查询结果中显示的该列列名，可以重复，可以修改。 

 显示宽度：查询结果中显示的该列宽度。如果在“结果设置”页签中通过拖动设置了

表格的列宽，查询结果将会以“结果设置”中的列宽为准。但一旦列有所改动，例如

进行了列选，分组等操作，查询结果界面将重新生成。结果设置列中的宽度将以在这里

设置的宽度为准。默认宽度为 100 像素。 

 小数位：查询结果中该列显示的小数位数；数值型字段可以设置小数位。默认小数位为

2 位。 

 显示格式：查询结果中该列的显示格式；日期型，数值型，整数型字段可设置显示格式。 

其中日期型的列显示格式可以是： ，默认为 yyyy-MM-dd。 

整数型的列显示格式可以有：使用千分位分隔和不使用千分位分隔，默认不使用千分位

分隔。如下图： 。 

数值型的列显示格式可以有：使用千分位分隔和不使用千分位分隔，默认为不使用千分

位分隔。如下图： 。 

 关联引用：是指定这个查询结果列是关联某个基础数据表的，有些时候，这个关联关系

在主体上没设置，可以在这里再次绑定。关联后，默认返回的是基础数据的名称。一般

来说，如果主体指标中设置了关联，在这里是不需要修改的。 

 汇总方式：选择数值和整数型字段时可用，可以选择不汇总、求和、平均值、最大值、

最小值，设置合计和分组小计时，字段是否如何汇总，默认值为求和。 

 展开深度：字段设置了关联应用某个基础数据，如果用户按照这个字段树形级次汇总，

点击展开按钮时，级次树的展开深度。 

 内部列：针对某些场景，需要把该列查出来，却不在结果界面中显示，但是某些字段的

运算或者需要用到这个字段的值，这时候就需要把它设置为内部列。 

 默认显示：在查询结果中是否在默认显示该列。如果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需要通过查

询结果中的列选才能看到。 

 分组：查询结果中是否按照该字段分组，就相当于 SQL 中的 group by column1。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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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多个分组字段，并且按照查询列中的列顺序做为分组顺序。 

11.1.3.4 参数设置 

 

图：参数设置 

设置在查询时用户需要输入的参数，如果设置了可显示的参数，则查询执行时会弹出条

件录入框，要求用户输入参数值。如果不设置参数，则不提供用户输入的入口，只根据查询

模板定义的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点击 新建一个参数，可以设置参数的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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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识：设置参数的标识，标识不能重复。 

 标题：设置参数的标题，即在查询执行时显示给用户的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设置该参数的数据类型，可以选择 7 种类型，分别是：字符型，GUID 型，

数值型，整数型，日期型，布尔型和占位符。默认为字符型。 

    字符型，GUID 型，数值型，整数型，日期型及布尔型参数执行时效果如下： 

 

图：参数执行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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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占位符仅有占位的用途。如下图： 

 

图：没有设置占位符 

 

图：设置占位符 

 最大值/最小值：数值型和整数型的参数可以设置最大值/最小值，即查询执行时用户可

以输入的参数最大值/最小值。默认都为 0，即没有最大及最小限制。 

 关联引用：设置参数关联的基础数据，下拉菜单显示的是系统中已发布的所有基础数据

主体。 

 返回字段：设置选择基础数据条目后返回哪一个字段的值作为结果，默认为返回

RECID。该返回字段类型必须同参数的“数据类型”相同。 

例如，某查询希望根据用户选择的组织机构，过滤单据数据，其查询 SQL 如下： 

SELECT * FROM A WHERE A.UNITID = @org 

其中“org”为 GUID 类型参数，该参数关联引用基础数据“组织机构”，返回字段为组织机

构的“行标识”。详细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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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参数信息 

当查询执行时，将弹出参数录入框供用户选择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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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用户选择组织机构 

选择组织：“E0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部”，则查询执行时将过滤出该组织机构下数据。 

 缺省值：设置参数的默认值，当用户第一次打开查询条件界面时，显示的就是默认值。

缺省值通过公式编辑器来设置，合法的公式返回值必须和参数类型一致。 

 过滤公式：设置参数的选择范围，例如某参数关联基础数据“组织”，可以在过滤公式

里设置其只能选择代码以 01 开头的组织。过滤公式也是通过公式编辑器来编写，并且

公式结果必须是布尔类型。 

设置“关联引用”后参数可以设置以下信息： 

 选取方式：有三种选取方式，默认为：选择全部节点。 

 

图：选取方式 

 可多选：勾选后在查询执行时该参数能够选择多个值（通常允许多选的参数，在条件表

达式中使用 in 匹配）。 

 弹出选择：勾选后参数以弹出窗口展现所关联的基础数据，否则以下拉形式展现。 

 启用权限：设置关联基础数据弹出选中控件是否启用查询权限过滤，默认选中。 

 保存参数值：如果勾选这个选项，打开查询条件界面，录入框显示上一次录入的值。默

认勾选。 

 不显示：勾选后查询执行时该参数不显示。这样做是为了满足当需要给参数赋值，但不

希望用户看到或赋值时，可以设置不显示该参数，而在参数缺省值中给参数赋值。 

 必填：勾选后该参数必填。 

 通过导航树选择：关联了树形结构基础数据的参数可以勾选通过导航树选择，勾选“通

过导航树选择”之后，查询结果界面左侧将显示所关联的基础数据树形。详见查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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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过导航树导航的查询结果示意 

注意：参数最多只允许设置一个“通过导航树选择”。 

 布局：设置查询执行界面中，条件录入界面的显示布局。布局选择“弹出窗口”时所有

参数在查询执行时以弹出窗口形式展现，选择“结果界面左侧”时所有参数显示在界面

左侧，查询结果显示在界面右侧。勾选“显示两列”时，如果参数个数多于两个，则以

两列形式排列展现。默认布局为弹出窗口，并且显示两列。 

 

图：弹出窗口设置 

 

图：弹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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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结果界面左侧 

11.1.3.5 条件设置 

 

图：条件设置 

条件设置界面主要用来设置查询列和参数之间的关系，此部分相当于 SQL 中的 where

条件设置。 

SELECT COLUMN1,COLUMN2 FROM TABLE1 WHERE COLUMN1=’X’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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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2=’Y’ 

column1,column2 为已选的查询列，而 X,Y 为需要用户输入的参数，只有在条件设置里

写好查询条件，之前在参数设置中新建的参数才有意义。 

编写条件时，一般通过鼠标双击选取查询列、操作符、参数，多个条件需要用 and 或

者 or 连接，整个表达式要符合 D&A SQL 语法规则，通过点击“校验”按钮来校验语法，

只有通过的才可以正常执行。 

 

图：条件设置操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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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 结果设置 

 

图：结果设置 

结果设置是设置查询结果的显示表头样式，以及查询结果上方的功能按钮，还有其他的

一些影响查询结果的设置选项。 

在“查询列设置”中所选的查询列会按顺序显示在“结果设置”中的表格行里。查询列

发生变化时，结果表格会自动更新。 

提醒：如果要调整字段顺序需要在“查询列设置”中调整，表格只做显示，在表格里调

整是无效的。 

 

图：查询结果表格 

以下按钮可以调整表格的样式和字体： 

 

图：表格工具栏 

各部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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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表格插入一行，新行将插入到所选行的上方。 

：将删除所选行。 

：将合并所选的单元格，所选区域须是一个长方形。 

：将拆分所选的单元格，该单元格须曾做过合并单元格操作。普通的单元格不能再拆分。 

：可将所选单元格以灰色立体显示。 

：如果列不是列锁定，点击设置选列为列锁定；如果列被设置列锁定，点击取消列锁定。

列锁定列右边框显示虚线。 

：将设置所选行/列中文字向左对齐，选中表头单元格即可设置该单元格所在列。 

：将设置所选行/列中文字居中对齐，选中表头单元格即可设置该单元格所在列。 

：将设置所选行/列中文字向右对齐，选中表头单元格即可设置该单元格所在列。 

：将设置所选行/列中文字自动折行，选中表头单元格即可设置该单元格所在列。 

：可设置所选表格区域是否带黑色边框。 

：可设置所选表格区域的背景颜色。 

：可设置所选表格区域中文字颜色。 

 排序设置： 

按钮，可以对查询结果设置按哪个列排序，此设置会成为查询执行时排序的默认设置。

具体使用可以参考查询执行中的排序。 

 图表设置： 

按钮，可以对查询结果中的图表进行设置，此设置会成为查询执行时图表的默认设置。 

注意：在首页中使用查询结果图表 Portlet 时需要先在这里配置图表设置，详见图表设置

章节。 

 汇总方式： 

 

图：汇总方式 

当在查询模板中或者执行过程中，如果要求对查询结果进行分组，那么不同的汇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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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组结果会有所不同。 

选择“按分组级次汇总”后，将按照多个分组字段顺序逐级分组计算小计值，即首先按

照第一个分组列分组小计，如果还有第二列，则在第一分组对应的小计行上可以展开，显示

第二级分组小计值，依此类推„„ 

 

图：按分组级次汇总 

设置“按树形级次汇总”的（必须是第一个分组字段关联了树形基础数据才有效，否

则按照分组级次汇总）： 

 

图：按树形级次汇总 

 

 显示合计：勾选后查询结果的第一行显示为合计行。 

 行高自适用：设置查询执行时结果表格是否默认行高自适用。 

 显示间隔色：设置查询执行结果表格是否显示间隔色。 

 分页显示：设置查询结果是否显示分页控件，分页控件有上一页、下一页、首页、末页、

转到的按钮。当分页行数为 0 或总页数为 1 时，隐藏分页控件。 

 分页行数：没有分组时设置每页显示明细数；有分组时设置没页显示的第一级分组的个

数。勾选了分页显示时可用。当分页行数为 0 时表示一次显示所有明细或取出所有第一

级分组，并且隐藏分页控件。 

 每次展开行数：设置查询结果每一级每次取数的行数，如果勾选了分页显示，设置第二

级、第三级的取数行数。例如某查询模板查出 5 条数据，分页行数设置为 3，则第一次

查只显示 3 条，每点一次“追加”按钮，则再取 3 条数据。当分页行数设置为 0 时表示

一次取出全部数据。 

 表格行高：设置查询结果表格的行高。 



 

                 277 

公司总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路 6 号（100176） 

技服中心：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1 号 13 层（100035） 

电话：010-58561199             传真：010-58561196 

网址：http://www.jiuqi.com.cn  E-mail：jiuqi@jiuqi.com.cn 

 在工具栏中可以选择查询结果中需要显示的查询按钮，并可以设置按钮的显示属性，如

按钮的标题，描述，图标等。 

 

图：工具栏设置 

 按钮 > 参数：如果写扩展动作，可能用到，作用类似单据的动作参数。该参数可以使

用公式编辑器编辑。 

11.1.3.7 联查设置 

 

图：联查设置 

联查是指我们可以通过查询结果中的某条记录打开其他的查询模板或者单据，并且可以

设置联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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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图中查询模板的数据源为单据“人员基本信息”，可以设置通过当前模板查询

结果中的“制单人”字段，联查到另外一个相同制单人的查询模板结果数据。 

 

新建一个联查，可以选择“数据查询”或者“联查单据” 

 

图：联查处理器设置 

 

触发字段：指通过哪个字段触发联查事件，这个字段只能从“查询列设置”中的已选字

段里选择。 

注意：分组字段是不能做联查字段的，只能用明细字段做联查。 

例如：某联查设置列“制单人”为触发字段，则查询结果如下图： 

 

图：联查示意图 

在“制单人”下的每一行字段均有蓝色链接，点击链接触发联查事件。 

 数据联查 

概述：指从当前模板的查询结果联查到另一个系统定义的查询模板。所以必须要指定目

标查询模板的标识。 

参数名称：参数的名称，可以选择系统参数或直接输入自定义参数。 

参数值：参数的值，可以写公式，内容要符合公式语法规则。 

例如：希望从查询模板 A 的 a 列联查到查询模板标识为 B 的模板，那么触发字段选择

A，新建关联条件，设置如下： 

 

图：联查设置关联 

查询执行时，则可通过字段 A 联查到查询模板 B。 

 单据联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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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指从当前模板的查询结果联查到一张单据。所以必须要指定目标单据的

BILLDEFINE（单据定义）字段和 RECID（行标识）字段。此时，必须确定在“查询列设置”

中的已选字段里存在“单据定义”和“行标识”字段，也就是说选择的数据源主体中必须包

含这两个字段（通常为业务主体）。可以把这两个字段设置为内部列，这样他们不会显示在

查询结果中。 

例如：希望从查询模板 A 的 a 列联查到单据 B，那么触发字段选择 a，新建关联条件，

设置如下： 

 
图：关联条件设置 

在这里需要使用函数 GetCurRowFieldValue（获取焦点行某字段值），点开公式编辑器，

该函数可以在“查询函数”中找到。 

一个简单的单据联查只需这样配置，如果希望联查出来的单据可以修改，可以再配置一

个参数： 

 

图：关联设置 

典型实例 

通常联查都需要参数的传递，例如，有两个查询模板，分别是报表 A 的查询模板和单

据 B 的查询模板，现在希望在报表 A 中联查到单据 B 中与报表同组织机构的单据列表，报

表 A 中组织标识为 UNITID，单据 B 中组织标识为 ORGUNIT。设置需要三个步骤 

1. 在报表 A 的查询模板： 

1) “查询列设置”中将“UNITID”字段加到的已选列表中 

2) 联查设置中新建“数据查询”，触发字段选择“UNITID” 

3) 关联条件下新建两个参数，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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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关联参数 1 

 

图：关联参数 2 

2. 在单据 B 的查询模板 

1) “查询列设置”中将“ORGUNIT”字段加到的已选列表中 

2) “参数设置”中添加一个参数，标识与上图红框中名称“UNITID”相同 

3) “条件设置”中编写条件：B."ORGUNIT" = @UNITID 

4) 此联查将报表 A 查询模板的 UNITID 作为参数传给了单据 B 查询模板，单据 B 模

板过滤出 ORGUNIT=UNITID 的数据，并显示给用户。 

5) 此时执行报表 A 的查询模板，点击字段“UNITID”时触发联查，将会弹出组织同

所选组织的单据 B 查询模板。 

11.1.3.8 标签设置 

 

图：标签设置 

在标签设置页签，允许设置在查询结果的左上，中上和右上以及正中间位置显示一些具

体的内容，比如时间，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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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的内容可以写公式，还可以设置标签的颜色和字体等： 

 

图：标签内容可用公式编辑器 

例如，标签设置如下： 

 

图：标签设置示意 

查询结果应有如下效果： 

 
图：标签设置结果示意  

注意：在内容中是可以写公式的，所以字符串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公式表达式使用的，必

须要加上英文的双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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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查询类型为高级查询 

新建查询类型为高级查询的查询模板，建好后默认定位到基本信息页签下，界面如下图

所示： 

 

图：高级查询界面 

模板中共有七个可设置页签，分别是：基本信息，数据源设置，查询列设置，参数设置，

结果设置，联查设置和标签设置。可以看到与查询类型为主体的查询模板相比，少了“条件

设置”这个页签。 

与查询类型为主体的模板（以下简称主体查询）区别： 

数据源设置：主体查询在“数据源设置”中手动选择查询的主体，并且设置表间关系。

而高级查询通过编写 D&A SQL 来设置查询主体，表间关系，查询列，参数及查询条件。 

在“数据源设置”中输入正确的 D&A SQL，可参考 D&A SQL 的查询类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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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源设置 

 D&A SQL 支持插入动态脚本，允许通过某一变量的值动态取到其他变量的值： 

如上图： 

 具体使用请参考 D&A SQL 语法手册。 

查询列设置：主体查询可以选择所选主体中的字段作为查询列。高级查询中将自动解析

D&A SQL 中编写的查询列并显示在“可选字段”中，用户可以从这里面选择需要查询的字

段。 

“查询列设置”中会自动将 SQL 中设定的字段显示在“可选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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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高级查询的查询列界面 

参数设置：主体查询所有参数都需要手动建立。高级查询中将自动解析 D&A SQL 中编

写的参数并显示，用户无需新建参数，但需要在参数设置界面对参数做一定配置。用户还可

以再新建所需的参数。 

 “参数设置”中会自动显示 SQL 中设定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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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高级查询的参数设置界面 

条件设置：不需要配置查询条件，在 D&A SQL 中已经设置了。 

其他的页签操作基本同主体查询相同，不再赘述。 

11.1.5 查询类型为扩展模型 

新建查询类型为扩展查询的查询模板，建好后默认定位到基本信息页签下，界面如下图

所示： 

 

图：扩展模型类型查询 

模板中共有六个可设置页签，分别是：基本信息，查询列设置，参数设置，结果设置，

联查设置和标签设置。 

扩展模型的查询模板需要通过二次开发才能使用，在查询列中要选择一个扩展模型，其

他的和高级查询一样。一般按照查询功能提供出来的接口来扩展查询模型，这样省去了数据

源的设置。在扩展中，不只可以扩展查询数据源，而且可以扩展查询的函数、联查处理器、

还有查询执行功能中的工具栏按钮，这部分可以参考查询扩展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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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公式编辑器 

图：公式编辑器 

公式编辑器有三个页签，分别是参数，查询函数和系统函数。 

参数：当前查询模板参数设置中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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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函数：包含查询系统函数和业务系统扩展的查询函数（需要二次开发人员扩展）。 

 

图：查询函数页签 

系统函数：里面包含了 BAP 的系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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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系统函数页签 

重要：公式的编写和校验规则符合公司通用公式语法规则，参见公式语法。 

11.1.7 典型查询场景配置举例 

11.1.7.1 关联基础数据多版本问题 

11.1.7.1.1 场景概述 

关联基础数据多版本，是指待查询的业务数据表中，有关联了基础数据的字段，所关联

的基础数据是启用了多版本的，如“部门”、“职员”等。这样业务数据保存时，记录的基础

数据引用信息是当时的版本，但之后由于对应基础数据项的版本发生变化，查询的时候在过

滤条件中，可能看到的都是最新版本的基础数据项。这时如何把历史版本的数据查询出来，

以及在查询结果中显示不同需要的引用信息，就需要依赖特定的配置方式。 

例如：去年的“部门一”，录入了一些业务数据，但由于组织机构变化，“部门一”变更

为了“部门二”。则在查询“部门二”对应的历史业务数据时，应该能够将去年“部门一”

录入的业务数据也查询得到。在查询结果显示中有的需要显示“部门一”（历史版本），但有

的场景需要自动显示为“部门二”（当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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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1.2 多版本基础数据用于条件过滤 

当配置的查询，需要根据某个启用了多版本的基础数据进行过滤时，需要根据所引用基

础数据表的 objectId 字段进行关联过滤。 

主体查询： 

1. 在查询列选择时，将关联该多版本基础数据的字段展开，从展开的表字段中，选择“对

象标识（OBJECTID）”作为和过滤条件进行匹配的字段。 

 

2. 在参数设置中，添加一个 GUID 类型参数，关联那个启用了多版本的基础数据，设置返

回字段为“对象标识（OBJECTID）”。 

 

3. 在条件设置中，将上述 1 和 2 中配置的字段和参数进行条件关联，等于或 in（多选）。 

 

这样配置后，在查询执行时，显示在过滤条件中的基础数据选择项，显示的都是对应基础数

据的当前版本，但是所选条目的所有历史版本的业务数据，都能够被过滤出来。 

高级查询： 

1. 高级查询中的字段选择与主体查询规则一样，只是需要手动在 dnasql 中关联引用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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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数据表，并把关联表中的 objectId 用作 where 条件中的过滤字段，与一个声明为 guid 类型

的参数进行匹配。 

 

2. 高级查询中的参数配置，就是将 1 中使用到的 guid 类型参数“@bm”，关联到对应的多

版本基础数据，配置方式与“主体查询”中的 2 参数配置相同。 

11.1.7.1.3 多版本基础数据用于结果列显示 

当配置的查询，需要把关联了基础数据的字段显示在查询结果的某列中时，根据具体需

要显示数据的版本不同，配置方式有所不同。 

主体查询： 

如果希望在查询结果中显示的基础数据版本信息与录入数据时一致，即显示历史版本的

信息（部门一），则结果列的选择无需特殊处理，与普通非多版本的基础数据字段同样配置

即可。 

如果希望关联了历史版本基础数据的查询结果，显示当前最新版本的记录信息（部门

二），则需要按以下步骤配置： 

1. 在数据源配置中，将关联的多版本基础数据表选择到查询表中，并需要选择两次。

然后在关联条件中配置，业务数据表中的关联字段“=”第一个基础数据表的“recid”，

第一个基础数据表的“objectId”=第二个基础数据表的“objectId”。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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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查询列选择中，选择第二个基础数据表中的代码、名称等需要显示的字段作为结

果列，同时要选择第二表中的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用于条件过滤。 

 

3. 在条件设置中，增加条件用于筛选第二个基础数据表中生效时间小于等于当前日

期，并且失效时间大于当前日期的记录，以达到显示最新版本值得目的，如下图： 

 

高级查询： 

高级查询中，需要显示历史版本信息（部门一）的方式与主体查询一样，不需要特殊处

理。 

对于需要显示当前版本的需求（部门二），则需要在 dnasql 中，如主体查询一样，两次

关联启用多版本的基础数据表，并判断第二个基础数据表的生效时间小于等于当前日期，并

且失效时间大于当前日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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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查询执行 

11.2.1 概述 

查询执行功能在配置的时候，需要指定一些功能参数，如下图： 

 

图：查询执行功能配置 

 首先要指定查询模板，就是在查询定义功能中设置好的模板。 

 然后要指定查询条件界面，一般选择默认的查询条件界面 

 

图：选择查询条件界面 

 如果选择“其他条件界面”，则需要手动录入界面名称。 

 

图：使用其他条件界面 

如果勾选“不读取用户数据，使用模板中的默认值”则会在每次打开查询功能的时候，

查询条件界面的初始化中，安装模板中设置的默认值填充控件，否则会按照上次用户录入的

条件填充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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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功能界面 

查询执行后会出现条件录入界面。 

 

图：查询直接条件界面 

如果是多个查询条件，则会在当前界面中以两列方式显示查询条件。 

查询结果如下图： 

 

图：查询结果示意图 

 

通过导航树选择 

在查询结果显示界面中，如果在查询定义时选择了左面出现导航树，那么点击某导航树上的

节点，当前节点和它的所有下级节点的数据都会做为参数值传递给模板作为查询条件，然后

将结果显示在右侧中。 

 

点击 按钮后，弹出下载界面，可以将查询结果导出为 excel。 

 

图：查询结果 excel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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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以弹出一个界面，允许用户对查询结果重新分组。 

 

图：设置分组界面 

设置完后，查询结果中，在分组列后面有+号，点击+会展开分组，显示下级分组或明

显数据。展开分组后，会重新生成行号。 

 

图：增加分组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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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翻页的按钮或输入页码点转到来翻页，翻页后合计行一直显示，数据行的行号重新

生成。 

 

图：翻页的结果 

点击 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让用户重新选择显示在结果中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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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列选界面 

选完字段后，点击确定按钮，结果界面变成下面的效果： 

 

图：列选设置结果 

注意：如果某列是分组的，那么即使在列选界面中设置为不显示，也会在界面上显示的。 

点击 按钮：可以将选中的列冻结。 

点击 按钮：可以重新调出查询界面，供用户输入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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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排序设置 

点击 按钮：如果在结果中选择一个矩形区域，然后再点击“图表”按钮，则会

根据当前选中的区域出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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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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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根据选择区域出的图形。 

 

点击 按钮：如果没有安装打印的 ocx 控件，则会在浏览器顶部提示安装 ocx，

安装完毕后，调出打印设置界面，可以对结果进行打印。 

 

安装 ocx 控件后，出现打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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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打印设置 

点击 按钮：会在结果表格上部出现特殊的一行，这一行允许用户调整列宽。

调整完毕后，再次点击行栏调整，会隐藏该特殊行，并使结果对整个表格生效。 

 

图：行栏调整 

调整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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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调整后结果 

 

在查询结果中，如果设置了关联查询，那么点击连接后，就可以打开关联查询的界面。 

 

图：联查界面 

 

 

图：联查出的单据界面 

 

在查询结果中，可以对每次取数的数量做出调整，选择右下角的下拉列表即可，最小

30，最多 50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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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取数设置 

11.3 图表设置 

如果需要在首页上显示一个查询结果的图表，那么图表的相关定义是在查询模板功能中

设置的，我们需要点击“结果设置”页签，选择里面的图表设置按钮。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

进行详细设置。 

 

图：图表设置按钮 

 

图：图表设置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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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置好纬度字段以及指标字段，然后还可以设置基本的图表的宽高，如果需要

对图表组件的具体内容进行设置，可以点击“图表设置”按钮，在弹出的图表组件设置窗口

中进行调整。如下图： 

 

图：图表组件设置 

如果需要细调，可以点击工具栏上的“图表设置”工具项，在弹出的窗口中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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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表组件微调 

最后设置的出图效果预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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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毕后，需要在后台管理界面中，选择“Portlet 页面管理> 页面管理 > Portlet 定

义列表”然后选择“查询分析”分组下面的查询结果图表 Portlet，把它拖动到页面中的某个

区域即可。如下图： 

 

图：添加查询结果图表 Portlet 到首页 

这样，查询图表的设置就完成了。 

 

 

12 系统升级 

12.1 DMS 升级 

使用 DMS 进行系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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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服务，点击“服务更新”按钮， 

 

选择需要更新的 DA 包后，点击“上传”，上传完成后，点击“确定”，进行程序升级。 

升级完成后，点击“启动”按钮，启动服务，完成系统升级。 

通过 http://x.x.x.x:9797/app/about 可以查看当前的 BAP 版本号（如下图）。 

 

12.2 手动升级 

12.2.1 DA 包解压 

从服务器上拷贝最新的 dna-bap.da包文件到本地磁盘中，将 da包解压到某一指定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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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之后存在 3个文件夹和一个文件。 

 

12.2.2 升级 

找到系统运行目录（如果系统在运行中，请停止系统，并且进程中不存在 java.exe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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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的过程： 

 需要将\dna\bap文件夹中的 com.jiuqi.dna.bap.portal_1.0.2.jar备份出来。原因：

该文件中，存在系统的一些入口信息。包括该包中的 dna.xml 文件，portaldata 文件

夹中的 DAT文件。 

 删除 dan、lib、thr文件夹。 

 将最新 DA包加压后的文件拷贝到系统文件夹中。 

 将备份的 com.jiuqi.dna.bap.portal_1.0.2.jar包，覆盖到原来的路径下。 

 升级完成，运行 startup.bat 文件，启动系统。 

 

 

13 数据库转换 

13.1 原理 

1、 bap 服务启动后，使用 DNA 的该工具，导出并备份当前服务所连接数据库的表定义和数

据。 

2、 把导出的备份文件放置在 bap服务的特定文件夹中，并连接新的数据库。 

3、 再次启动服务时，服务在启动前，将备份文件中的表定义和数据还原到当前所连接的数

据库中。 

4、 程序只对服务启动时成功加载的表进行备份。 

 

13.2 Oracle 转 DB2 数据库操作步骤 

本文以 oracle 数据库转换成 DB2 数据库为例，理论上该功能可以在 DNA 支持的任何数

据库之间进行转换。 

13.2.1 准备工作 

1、  Oracle 数据库做好备份，DB2 数据库新建数据库，并添加 8K 常规表空间，16K 大型表

空间，16K或者 32K的用户临时表空间。 

2、 搭建服务 BAP_orcl连接到 oracle数据库，搭建服务 BAP_DB2连接到 DB2数据库，服务

均不启动。 

13.2.2 备份 

1、 以调试模式启动 BAP_orcl。 

 调试模式启用方法：在服务 “../ startup.bat”文件中，-jar 前，添加参数：

“-Dcom.jiuqi.dna.debug=true”（不要引号），然后启动服务。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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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调试模式启动 

2、 在 IE 中调用该备份程序，路径为“/dna_core/db”，例如，在 IE 地址栏输入：

http://127.0.0.1:1111/dna_core/db后回车。 

3、 点击 BACKUP链接，保存备份文件。保存成功后，至此，数据库备份工作完成。 

13.2.3 还原 

1、  把备份的文件放到 BAP_DB2服务的“../work/”文件夹中，并更名为<数据源名称.ddb>，

此处，备份文件文件名一定要与数据源名称相同，后缀必须为.ddb格式，如下例中，文

件名应该为“test.ddb”。 

 数据源名称的查看方法：在服务../work/dna-server.xml文件中查看，见下图。 

http://127.0.0.1:1111/dna_core/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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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查看数据源名称 

2、 启动 BAP_DB2服务，服务在正式启动前，会先把备份文件中的表定义和数据还原到服务

所连接的数据库中，然后继续启动 bap 服务。服务启动后，备份文件 test.ddb 自动移

动到“../work/rd/”文件夹中。 

3、 如果在还原时发生构建失败的错误，可以将目标数据库清空后再次尝试。 

 

 

14 集群部署 

14.1 集群的组成 

DNA 集群由一个 apache 节点和多个 DNA 节点构成。apache 节点负责接收 HTTP 请求

并转发给 DNA 节点，同时提供负载均衡的功能。DNA 节点是提供业务服务的节点，集群

中的所以 DNA 节点都是对等的，没有主从之分。DNA 应用程序启动时自动加入集群，退

出时自动退出集群。实施人员需要对每个 DNA 应用程序进行配置才能组成一个集群。 

14.2 DNA 节点的配置 

集群中的 DNA 节点通过 dna-server.xml 进行配置。以包含 A、B、C 三个 DNA 节点的

集群为例，A 节点 DNA 应用程序的 dna-server.xml 文件的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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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datasources/> 

 <http> 

  <listen  

   host="" 

   port="9901" 

   max-threads="500" 

   min-threads="2" 

   max-idle-ms="10000" 

   accept-queue-size="500" 

   acceptor-threas="2" 

  /> 

  <listen  

   host="" 

   port="9801" 

   max-threads="500" 

   min-threads="2" 

   max-idle-ms="10000" 

   accept-queue-size="500" 

   acceptor-threas="2" 

   ajp13="true" 

  /> 

 </http> 

 <session timeout="30"/> 

 <log filename="" size="1024"/> 

 <cluster id="5f35fef0118d11e0ac640800200c9a66" index="1"> 

  <node url="http://localhost:9901/"/> 

  <node url="http://localhost:9902/"/> 

  <node url="http://localhost:9903/"/> 

 </cluster> 

</dna> 

和集群相关的主要元素包含在 cluster 小节中，其中： 

 cluster：表示集群配置信息，dna-server.xml 文件中最多只能有一个 cluster 元素。如

果配置文件不包含 cluster 小节，则应用程序启动时会组成只包含一个节点的 id 随

机 index 为 1 的集群，相当于没有集群。 

 id：表示节点所属集群的标识，GUID 类型，写作 32 位十六进制数。该标识可以为

任意值。在集群中所有 DNA 节点的 id 必须是相同的，否则不属于同一个集群。 

 index：表示当前 DNA 节点在集群中的索引号。集群最多支持 31 个节点，对应的

索引号为 1-31。同一个集群中所有节点的索引号不能重复。 

 node：表示一个 DNA 节点的配置信息。 

 url：表示 DNA 节点提供服务的地址。 

上面的例子表示当前节点在集群中的索引号为“1”，除了当前节点集群中还包含 2 个节

点，站点地址分别为： 

http://localhost: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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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ocalhost:9903/ 

需要注意的是，配置中包含两个 listen 元素，即开启两个监听端口，9901 端口使用 http

协议，9801 使用了 ajp 协议。相对的 apache 也同时开启了 http 代理和 ajp 代理两个模块，分

别对 DNA 的 9901 端口和 9801 端口配置了转发和负载均衡规则。这两个端口有不同的作用： 

 9901 端口接受来自浏览器的 http 请求 

 9801 端口接受来自 DNA 的远程调用请求 

这样配置是为了支持跨集群的 DNA 远程调用。测试表明由于 apache2.2 的 http 代理模

块不严格符合 http 协议，导致 DNA 的远程调用不能穿透 apache，所以换用 ajp 协议代理模

块来转发 DNA 远程调用的请求。另一方面，DNA 使用的 jetty 处理 http 的性能比 ajp 更好，

所以 apache 也配置了 http 代理模块来转发来自浏览器的请求。 

14.3 Apache 节点的配置 

在 DNA 集群中 apache 用作 DNA 节点的反向代理和负载均衡服务器。以 apache 2.2 为

例，我们截取 httpd.conf 配置文件中和 DNA 集群配置相关的部分进行说明： 

LoadModule headers_module modules/mod_headers.so 

LoadModule proxy_module modules/mod_proxy.so 

LoadModule proxy_ajp_module modules/mod_proxy_ajp.so 

LoadModule proxy_http_module modules/mod_proxy_http.so 

LoadModule proxy_balancer_module modules/mod_proxy_balancer.so  

 

<IfModule proxy_balancer_module> 

 ProxyRequests Off 

 ProxyVia Off 

 ProxyPreserveHost On 

 

 # 远程调用接口 

 ProxyPass /dna_core/ncl balancer://rsi/dna_core/ncl 

 ProxyPassReverse /dna_core/ncl balancer://rsi/dna_core/ncl 

 

 # Web接口 

 ProxyPass / balancer://web/ 

 ProxyPassReverse / balancer://web/ 

 

 Header add Set-Cookie 

"DNA_CLUSTER_NODE_INDEX=.%{BALANCER_WORKER_ROUTE}e; path=/" 

env=BALANCER_ROUTE_CHANGED 

 

 <Proxy balancer://web> 

   BalancerMember http://localhost:9901 route=1 

   BalancerMember http://localhost:9902 route=2 

   BalancerMember http://localhost:9903 route=3 

   ProxySet stickysession=DNA_CLUSTER_NODE_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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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xy> 

 

 <Proxy balancer://rsi> 

   BalancerMember ajp://localhost:9801 route=1 flushpackets=on 

   BalancerMember ajp://localhost:9802 route=2 flushpackets=on 

   BalancerMember ajp://localhost:9803 route=3 flushpackets=on 

   ProxySet stickysession=DNA_CLUSTER_NODE_INDEX 

 </Proxy> 

</IfModule> 

apache 的配置文件由两类指令(directive)构成，一类是单行指令，如 LoadModule，另一

类是闭包指令(encloses directives)，例如<IfModule>。LoadModule 指令用于加载指定的模块。

DNA 集群涉及的配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加载 apache 模块： 

 mod_headers.so：提供 Header add 指令，用于设置 http header。 

 mod_proxy.so：提供代理和反向代理的功能。apache 与被代理的服务器交互时支持

多种协议，mod_proxy_http、mod_proxy_ajp 等模块提供了这些协议的支持。例如，

mod_proxy_ajp 允许 apache 与被代理服务器使用 ajp 协议交互。所以 mod_proxy 要

与 mod_proxy_*配合使用。 

 mod_proxy_http.so：为 mod_proxy 提供 http 协议支持。 

 mod_proxy_ajp.so：为 mod_proxy 提供 ajp 协议支持。 

 mod_proxy_balancer：为 mod_proxy 提供负责均衡功能。 

LoadModule headers_module modules/mod_headers.so 

LoadModule proxy_module modules/mod_proxy.so 

LoadModule proxy_ajp_module modules/mod_proxy_ajp.so 

LoadModule proxy_http_module modules/mod_proxy_http.so 

LoadModule proxy_balancer_module modules/mod_proxy_balancer.so 

2、 配置代理和反向代理： 

 ProxyRequests Off：关闭代理功能。 

 ProxyVia Off：不使用 Via(http header)。Via 是用于表明代理服务器中间协议的 http 

header。 

 ProxyPreserveHost On：指示 mod_proxy 将 Host(http header)传递到被代理服务器。 

 ProxyPass：将指定的 url 映射到被代理服务器上。 

 ProxyPassReverse ：调整被代理服务器应答的 http header ，将 Location 、

Content-Locaction 和 URI 改为代理服务器的地址，防止客户端绕过代理服务器。 

 我们为 DNA 远程调用入口/dna_core/ncl 配置了一个单独的代理，因为针对远程调

用 apache 使用了 ajp 协议与 DNA 通信，而不是 http 协议。 

 ProxyRequests Off 

 ProxyVia Off 

 ProxyPreserveHost On 

 

 # 远程调用接口 

 ProxyPass /dna_core/ncl balancer://rsi/dna_core/ncl 

 ProxyPassReverse /dna_core/ncl balancer://rsi/dna_core/n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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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接口 

 ProxyPass / balancer://web/ 

 ProxyPassReverse / balancer://web/ 

3、 配置负载均衡： 

 配置负载均衡需要将 ProxyPass 和 ProxyPassReverse 的目标 url 指向特殊的地址

balancer://web。其中“balancer://”是固定的，“web”是自定义的名称，用于标识

一组 DNA 节点。 

 在<Proxy>指令中配置 DNA 节点的相关信息。 

 BalancerMember：配置一个 DNA 节点，第一个参数表示 DNA 服务的 url，route

参数表示路由的标识。DNA 要求 route 参数的值与 DNA 节点的索引号(在

dna-server.xml 中配置)一致，否则远程调用不能正常工作。flushpackages=on 指示

mod_proxy 禁用缓存，这个参数也是为支持 DNA 远程调用必须配置的。 

 ProxySet stickysession=DNA_CLUSTER_NODE_INDEX：指示一个会话内的所有请

求路由到同一个节点上。DNA_CLUSTER_NODE_INDEX 是自定义的 cookie 键名，

这个值在 core 中使用了，不能随意修改。apache 会将根据 cookie 的值来确定路由，

如果没有找到名称为 DNA_CLUSTER_NODE_INDEX 的 cookie，会随机选择一个

路由。 

 我们通常要配置两个负载均衡地址 balancer://web 和 balancer://rsi，前一个用于提供

web 服务，后一个用于处理 DNA 远程调用，要注意两个配置使用的协议是不一样

的。 

 <Proxy balancer://web> 

   BalancerMember http://localhost:9901 route=1 

   BalancerMember http://localhost:9902 route=2 

   BalancerMember http://localhost:9903 route=3 

   ProxySet stickysession=DNA_CLUSTER_NODE_INDEX 

 </Proxy> 

 

 <Proxy balancer://rsi> 

   BalancerMember ajp://localhost:9801 route=1 flushpackets=on 

   BalancerMember ajp://localhost:9802 route=2 flushpackets=on 

   BalancerMember ajp://localhost:9803 route=3 flushpackets=on 

   ProxySet stickysession=DNA_CLUSTER_NODE_INDEX 

 </Proxy> 

4、 配置 http header 

 Header add Set-Cookie：在 http 应答的头部添加 Set-Cookie，用于设置键名为

DNA_CLUSTER_NODE_INDEX 的 cookie。这样在第一次访问 apache 以后，客户

端就获得了 cookie，以后再访问 apache 时会被路由到同一个 DNA 节点上。 

Header add Set-Cookie 

"DNA_CLUSTER_NODE_INDEX=.%{BALANCER_WORKER_ROUTE}e; path=/" 

env=BALANCER_ROUTE_CHANGED 

更多细节，请参阅《逻辑框架概述》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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