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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概述 

1 产品介绍 

i@Report 是业界最成熟的 WEB 报表采集汇总平台，允许用户任意设计报表样式，并

通过报表服务器实现数据报送、汇总、分析等一条龙服务，可广泛应用于政府机关、大型企

业的计划、统计、财务、业务、管理等部门，也可用于构建基于互联网的数据采集、网上直

报、网络报表等工作平台。 

2 主要用途 

 通用的统计报表数据采集软件 

 应用于基于 Internet 网的数据采集、网上直报、网络报表项目 

 目前国内理想的 WEB 报表解决方案 

 应用行业领域 

 政府机关、大型企业的计划、统计、财务、业务、管理等部门 

 建立大型报表数据处理中心的首选产品 

3 业务流程 

 

图 1-1 

4 手册组成 

i@Report 报表数据采集平台由以下产品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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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Report 分析版：包括 i@Report 运行系统、i@Report 设计系统 

（2）i@Report 报表服务器：集成了 web 报表设计器 

（3）填报客户端：在线填报插件 

对应地，i@Report 用户手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分析版_运行系统操作手册》、《在线设计系统操作手册》、《服务器管理员操作手册》、《基

层户操作手册》、《汇总户操作手册》，您可根据以下流程有选择地来阅读和学习本手册： 

 

图 1-2 

如上的流程图： 

如果您是管理者可以走绿色流程：用 i@Report 分析版或登陆报表服务器在线设计出表

样，通过 internet 发布到报表服务器，也可以维护报表服务器。 

如果您是填报户可以走蓝色流程：用在线填报或离线填报的方法通过 internet 将数据上

报到报表服务器。 

特点： 

i@Report 服务器代码采用纯 java 编写，可兼容多种操作系统环境（Unix、Linux、

Windows NT 等）、多种硬件环境（大中小型机、工作站、PC Server 等） 

i@Report 支持大多数主流的数据库，包括：Oracle ，MySql，Sybase，Ms sql server，

达梦 等。 

i@Report 支持市面上主流的应用服务器，包括： Weblogic ，Webshpere，Apusic、

Tomca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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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组成 

i@Report 报表平台包含 4 个相对独立又密切协作的产品成员，提供了从报表模板定制

服务、基础数据填写服务、数据管理服务、数据汇总查询服务在内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这些

服务是通过不同的用户界面提供给用户的，包括桌面应用程序、WEB 网页、Activex 插件客

户端等。 

i@Report 报表平台的各子系统，提供如下功能（括号列出了对应的子系统名称） 

 报表制作与定义（设计系统） 

 桌面数据管理与汇总分析（运行系统） 

 在线填报和数据管理（报表服务器） 

 填报客户端：在线填报（报表服务器填报插件） 

5.1 设计系统 

设计系统是 i@Report 报表平台中用于设计报表格式、定义运算审核公式、定义报表

代码、定义桌面应用分析表等功能的高级桌面工具。它是一个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上的桌

面程序，支持 windows 98 以上操作平台，主要面向高级业务人员。设计系统的表单设计器

和编辑向导可以使业务人员可以创建各类填报表（基本表、变长表），以及各类可以在运行

系统中分析使用的分析表（分析区、固定分析表、浮动分析表、清单列表、横向列表）。 

设计系统安装运行，无需数据库支持，表单定义的结果保存为本地桌面的 XML 格式的

文件包；该文件包可以在任何 i@Report 的客户端工具（运行系统、报表填报插件）中直接

打开。 

设计系统采用所见即所得的操作界面，操作方式与 EXCEL、WORD 等常用软件基本一

致。上级单位将报表任务（报表）设计好后，将任务发布到报表服务器或以其他方式下发，

下级单位就只需要在收到的报表任务中填写数据或者在线填报即可，无须再次进行报表格式

定义等工作。 

5.2 运行系统 

运行系统是 i@Report 报表平台中用于数据离线填报、收发数据包、汇总、查询、离线

分析以及表单分发的高级桌面工具。和设计系统一样，它也是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上的桌

面程序，支持 windows98 以上版本，主要面向高级业务人员。运行系统可以直接打开设计

系统输出的表单，利用提供的各类可视化向导可以装入下级上报的数据包；可以进行数据汇

总、计算、审核；可以直观查询、检索、修改数据；可以进行离线的模板分析和即席分析。

模板分析的分析表是在设计系统中定义的，即席分析直接利用本地数据库和填报表元数据，

无需在设计系统中定义。运行系统允许管理员将设计系统设计的表单通过向导发布到报表服

务器中。 

运行系统随安装自带数据库引擎，采用的基于 dBase 格式的文件型数据库，具有速度

快、支持字段数多、零部署、维护容易的特点。运行系统中的数据来源可以是 i@Report 报

表平台中各种客户端输出的数据包，也可以是 Excel 格式、DBF 格式、文本格式的数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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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还可以直接从报表服务器读入各种大型数据库系统中的报表数据。 

5.3 报表服务器 

报表服务器是 i@Report 报表平台的基础和核心组件。报表服务器是一个基于

JSP+JAVABEAN+WEB SERVICE技术实现的Web Application，可以部署在任何符合 J2EE 

规范的支持 JDK1.4.2 以上的 J2EE 容器中。报表服务器完全采用 JAVA 实现，可兼容所有

支持 JDK 的操作系统中，包括 windows 、RED HAT 、Ubuntu、IBM AIX、SUN SOLARIS、

HP-UNIX 等操作系统；支持 SUN JDK1.4.2 以上版本、IBM JDK 1.4、BEA JRockit1.4 以

上版本；支持符合 JDBC2.0 规范的数据库，例如 Oracle 9i 以上、IBM DB2 、SQL 

Server2000、Sybase ASE 12、MYSQL4 以上版本。 

报表服务器主要用于处理所有数据库的交互，客户端服务申请响应，提供各类数据服

务，提供统一的界面进行报表数据管理（数据浏览、填报、催报、汇总、计算、审核等）、

权限管理、报表户维护、访问控制、插件维护等。 

5.4 填报客户端 

填报客户端是面向一线业务基层用户进行报表数据浏览、录入、计算、审核、打印上报

的组件。在线填报插件作为在线客户端，是一个基于 Microsoft COM 标准的 Activx 插件，

可以嵌入 IE5.5 以上版本浏览器上。终端用户访问报表服务器的报表模版，会根据 IE 安全

级别提示或自动下载安装，除非服务器版本插件更新否则终生只需要下载一次。 

由于填报插件是经过 Microsoft 证书签名认证的，病毒和恶意程序无法破坏篡改。未经

证书签名和认证的插件可能存在安全漏洞和风险，但是经过签名和认证的插件可以认为是安

全和低风险的。和纯浏览器数据填报相比，其安全性丝毫没有降低，但是基于 ActiveX 插件

无论是用户体验还是在响应速度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填报插件使用 http 协议与服务器进行通讯，可以穿透任何支持 http 协议防火墙。用户

使用在线填报插件填报数据时是与服务器脱机的，只是上报数据时才需要使用 http 协议与

服务器通讯；无论是计算、审核、导出等操作都是在 IE 浏览器客户端上进行，不占用服务

器任何资源。 

填报插件克服了困扰业界多年的 session 超时难题，使用插件可以在用户 session 超时后

自动重连服务器，只要不关闭 IE 就可保证数据绝不会丢失。而使用纯浏览器填报，在整个

填报过程中需要长时间连接服务器，消耗服务器大量资源；而且一旦超时，数据将全部丢失

无可挽回。 

填报插件本地不持久化保存数据，也不需要任何数据库，其缓存在关掉 ie 浏览器后自

动消失。 

5.5 WEB 报表设计器 

WEB 报表设计器是一个在浏览器端直接运行的报表设计工具。用户可以直接在 IE 浏览

器中所见即所得地自由设计和修改报表模板，并可无缝集成到第三方系统中。WEB 报表设

计器支持可视化化的方式高效率的定义单元格式报表，支持多级表头，支持无限次的撤销操

作，支持批量定义、拾取定义等多种图形化的方式直观定义运算公式，支持无失真表样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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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报表设计器定义的表单文件存储在后台大型数据库中，格式与桌面报表设计系统

完全一致，用户可在多台客户端 PC 中方便共享编辑任务，而摆脱过去使用文件导入导出的

原始方式。 

WEB 报表设计器的设计界面和操作习惯与桌面设计系统完全一致，在 WEB 报表设计

器中设计报表和任务将享受与设计系统完全一致的用户体验，无需二次培训即可迅速掌握。 

6 产品优势 

 

图 1-3 

7 产品功能 

报表采集领域产品功能大致可以分为报表模板设计、报表模版分发、报表数据填报、报

表数据管理、以及报表数据应用 5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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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7.1 产品设计原则 

7.2 易用性原则 

面向终端业务用户是产品的一大特色，通过随处可见的可视化定义向导和类 office 操作

风格使得用户容易上手使用。 

7.3 统一性原则 

i@Report 报表平台在各个不同的客户端中均采用完全一致的操作界面，无论是界面风

格还是交互式用户体验都力图使得用户只需要在一处学习，处处收益。 

7.3.1 通用性原则 

i@Report 报表平台在功能设计之时遵循通用性原则，尽可能不受特定行业背景和专业

领域影响过深；保证产品功能能在更多领域的环境下正确工作，保持一定的前瞻性。 

正是基于上述优秀的设计原则，i@Report 报表平台非常完美的实现了这些目标。用户

从 Excel 中养成的固有操作习惯在 i@Report 报表产品中继续得以尊重；用户可以轻松地设

计报表，可以在多个不同的客户端（运行系统、在线插件）在相同的界面下以相同的操作习

惯执行填写，上报等操作。 

7.4 报表模板设计 

i@Report 报表平台中的设计系统提供了报表模板设计功能；从 4.3.1 版本开始，i@Report

报表服务器还提供了在线报表模板设计功能 i@Report 的报表设计采用所见即所得的操作界

面，即在设计过程中看到的屏幕上的报表外观就是最终打印输出得到的报表外观，界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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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均可以灵活便捷的操作和设置。 

 

图 1-5 

7.4.1 类 Office 的界面模型 

i@Report 报表平台的操作方式与 OFFICE 操作软件基本一致；设计系统支持块操作，

支持各种排版格式设置，支持从其他软件复制粘贴文字数据，也支持将文字数据复制粘贴到

其他软件；支持增删行列和行列的合并拆分等等；大部分设置均能在一两步操作内完成。 

7.4.2 基于单元格的报表模型 

i@Report 报表平台采用基于单元格的报表模型，与行列式的报表模型相比，采用单元

格类型的报表模型对于复杂表样的实现能力更有优势。 

i@Report 创造性地引入了表头表尾对象，用于表现上述表中的报表时期、报表单位等

内容；表头表尾游离与表体之外，可以任意拖动和改变大小。与完全照搬 Excel 单元格拼凑

相比，采用表头表尾方式制作更灵活高效。 

7.4.3 强大而易用的公式体系 

高效而强大的公式体系是现代报表系统的必备的模块。i@Report 内置的公式引擎，支

持表内公式、表间公式、跨任务公式，其语法与 Excel 非常类似，包括单元格命名法、函数

语法以及运算操作符都基本相似。同时对系统函数做了大幅的扩充，目前支持七大类 150

多个系统函数，还允许用户自由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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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port 报表平台提供了统一的公式定义向导，无论是在 web 上定义查询条件还是在

桌面客户端定义公式都可以在相同的界面中采用相同的操作实现，大部分公式定义几乎可以

不使用键盘，不仅提供了操作符、函数按钮，还可以让用户直接用鼠标点击表元直接拾取。

对于语法错误，系统提供了详尽的错误提示。  

 

图 1-6 

7.5 报表分发部署 

采用桌面应用程序设计好报表后，面临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报表的分发与部署。

i@Report 报表平台采用设计系统设计报表，采用运行系统在线热机发布报表到报表服务器、

邮箱、Ftp 服务器以及局域网。 

对于报表部署分发而言，以下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7.5.1 实时热机部署 

对于繁忙的生产系统而言，实时的热机部署和更新报表是非常必要的。i@Report 报表

平台的任务部署与分发无需开发人员介入，完全可以由业务人员在向导指引下进行。 

7.5.2 指标体系变更后的数据自动迁移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报表的指标体系往往随之改变。i@Report 充分考虑到了

客户需要对报表格式不断调整的特点，全面支持不同时期、上下级单位之间的报表格式变化

要求和任务数据的自动升级。通过在运行系统中可视化定义新旧格式数据对应关系，即可自

动产生数据升级脚本；既满足了业务不断发展的需要，又保证了当前和历史报表数据的连贯

性。 



序_从这里开始 

-9- 

7.6 报表数据填报 

数据填报是报表采集的核心功能，i@Report 报表平台在数据填报方面具有如下特性。 

7.6.1 符合大多数人录入习惯的操作风格 

不论是在 WEB 上填报还是使用离线填报，都可以享受到统一的用户录入界面带来的优

秀的用户体验。 

各种填报客户端广泛支持横纵冻结窗体、快速录入、自动触发计算、无级缩放、复制、

粘贴等操作。 

7.6.2 内置高效的计算引擎 

i@Report 报表平台的各种录入客户端中完整支持相同的公式计算引擎，可高效实时智

能地运算单元格数据，计算单表、全套报表数据。对于数据管理者提供了多期、多户、按指

定条件的计算功能。 

7.6.3 内置数据审核引擎 

审核公式是保证数据采集质量的重要自动化手段。审核基于计算公式引擎，在 i@Report

报表平台的各个组件（设计系统、运行系统、在线插件、报表服务器）中支持了和运算公式

语法一致的审核引擎。审核可按照报表模板规则对填报的数据进行自动的数据检查，对于不

合法的指标系统予以醒目地标示出来，并自动定位到单元格。 

审核公式可按照错误的严重程度定义级别，并可设置数据质量与上报流程的联动关系。 

7.6.4 支持基于“迭代误差分布算法”的舍位平衡算法 

舍位平衡是指在报表数据进行量纲折算后出现四舍五入问题时的一种误差分布策略。例

如角分表折算万元，有可能原来“平衡”的数据逻辑关系由于小数精度的问题而出现不平。 

i@Report 报表平台采用原创的“迭代误差分布算法”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难题，该算法

保证了 i@Report 在此领域的领先地位。 

传统的平衡算法都仅仅依靠业务人员手工输入平衡公式，依赖业务人员的经验来解决问

题。 

i@Report 根据报表的运算公式、审核公式确定指标间的勾稽关系，并提供细致的参数

调校和平衡策略，采用自主研发的“迭代误差分布算法”，智能地推导结果。 

7.6.5 智能方便的打印支持 

i@Report 支持高质量的报表打印，可以支持自适应纸张、变形打印、无极缩放、支持

彩色打印、支持多种方式的分页打印、支持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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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报表数据管理 

7.7.1 高度自动化的元数据管理 

i@Report 报表平台中，所有的元数据管理均是由系统自动完成的，终端用户无需关心

数据在数据库中的存储结构，真正实现了数据库维护的零管理。系统根据报表模板自动创建

数据库表结构，并能适应多种数据库语言；在报表结构变化后，系统会根据数据升级的策略

自动修改数据库表结构而无须用户干预。 

7.7.2 高性能的数据汇总 

在业务领域，汇总功能是报表后期处理的第一次加工应用。i@Report 可根据数据级次

中定义的树形结构，对报表数据进行整表的求和处理。对于变长表，提供另外多种灵活的汇

总方式。系统支持如下的变长表数据汇总方式： 

 所有行合计 

 下级合计行汇总 

 按代码汇总 

 按顶级代码汇总 

 按关键字汇总 

 罗列所有数据行 

7.7.3 提供自动审核与人工审批相结合的数据质量控制机制 

糟糕的数据质量能够摧毁一个企业的商业智能或者数据库工程，是数据管理的大敌。 

数据质量问题要依靠组织质量政策的正确实施来保证，预防胜于事后监督。i@Report

报表平台提供了基于公式的审核系统，能在逻辑上保证数据勾稽关系与管理者的要求相符。 

i@Report 报表系统还提供了基于人工干预的手段来保证数据质量，系统提供了数据审批机

制，确保数据经过正确的人工校验流程才进入系统。 

7.7.4 数据催报管理 

i@Report 报表平台提供了对未及时上报的用户进行催报的功能。填报用户在系统中注

册了填报人员的邮件地址及手机号码后，系统可以自动给未上报表的用户发送邮件或短信进

行催报。 

系统内含短信催报模块，并能有机地与报表服务器进行集成。当有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

没有上报报表时，用户就可以通过 WEB 界面发出催报短信，并能查询短信送达结果和送达

时间。 

短信催报需要增加专用 GSM 短信模块和移动运营商的 SIM 卡，并通过 COM 口或 USB

口与 PC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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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报表数据应用 

数据采集的终极目标是分析应用。i@Report 报表平台提供了诸如模板分析、即席查询、

即席分析、清单列表、图形展现、分析报告等多种分析展现方式。 

模板分析：提供了固定报表模板分析和浮动模板分析。 

即席查询：提供了查找功能，能够根据所输入条件进行实时查询。 

 

图 1-7 

即席分析：提供了诸如分组列表分析展现、多维分析等实时分析。 

图表展现：提供了诸如柱状图、饼图、折线图、面积图等统计图表。 

 

图 1-8 

分析报告：提供了将分析模板嵌入 RTF 文本，实现分析报告自动撰写 

i@Report 报表平台的分析展现主要在运行系统中进行，即席查询可以在报表服务器上

实时进行。 

8 技术特点 

8.1 通用的报表模式 

常用的报表模式有定制模式和通用模式。i@Report 系统采用通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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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8.2 产品化的 WEB 报表平台 

 

图 1-10 

8.3 自动管理数据库 

 自动根据报表创建数据库 

 自动更新数据库中的报表数据 

 让数据库对业务用户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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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指标体系变化自动升级 

 

图 1-11 

报表发布和升级快捷简单，报表发布和升级无需修改程序，我们根据需求新增报表

或者修改报表，就可以轻松完成。i@Report 智能化的对报表数据库进行创建和维护。 

 支持报表发布自动创建数据库表 

 支持报表升级后数据库表自动升级 

 支持新旧报表指标智能对应，数据自动升级 

 所有升级都在服务器端完成，无需终端用户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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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品架构 

 

图 1-12 

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学习感兴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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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软件运行环境 

软件 硬件 操作系统 中间件 数据库 浏览器 

设计系统 

CPU：主频 500 以上 

内存：64M 以上 

硬盘：50M 可用空间 

Windows98 以

上 
―― ―― ―― 

运行系统 

CPU：主频 500 以上 

内存：64M 以上 

硬盘：50M 可用空间 

Windows98 以

上 
―― ―― ―― 

报表服务器 

CPU：主频 2G 以上 

内存：512M 以上 

硬盘：50M 可用空间 

支持 IBM PC、Sun 工

作站 、小型机 

Windows 2000 

server 

RH 9 

Ubuntu 8 

Sun Solaris9 

IBM AIX 5 

HP-UNIX 

 

Tomcat5.0 及以上版本 

Weblogic 8.1.4 及以上

版本 

WebSphere5 及以上版

本 

Mysql 4 及以上版

本 

Oracle9i 及以上版

本 

Db2 UDB8 及以

上版本 

SQL 

SERVER2000 及

以上版本 

Sybase ASE 12 及

以上版本 

达梦 7.0 

―― 

填报插件 

CPU：主频 500 以上 

内存：64M 以上 

硬盘：50M 可用空间 

Windows98 及

以上版本 
―― ―― 

IE6 及以

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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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术语 

【报表任务】 

所谓报表任务，就是相关报表构成的集合。如某一会统月报中有 21 张表，这 21 张表就

构成一个报表任务。直观地理解，报表任务就是日常所说的一套报表。从存储的角度看，一

个报表任务就是磁盘上的一个目录，该目录的后缀为“NRP”，且目录中的内容是由运行系统

管理的。如“C:\会统月报.NRP”就是会统月报对应的存储目录。任务目录一旦创建，用户不

能手工改变目录名或改变目录存放位置，否则会造成该报表任务无法打开。 

【任务包】 

一个任务就对应一个目录，这个目录下有很多与任务相关的文件和子目录，这就给任务

下发带来了不便。为了便于任务下发，将多个报表文件压缩成一个文件是非常有必要的，这

个压缩文件就叫做任务包。任务包是一个以*.NSK 为后缀的文件，是报表任务的格式，不带

任何数据。 

【报表期】 

报表期就是指报表收集期。如年报、季报、月报、旬报等等。 

【表元】 

表元是指报表中的小格子，是组成报表的基本单位。在其他软件中，表元也叫做“单元

格”。 

【报表户】 

报表户就是报表所属的单位。报表户列表一般指需要上报报表到本单位的下级单位列

表。 

【数据包】 

一个任务中有多张报表，上报数据时用户需要将多张报表的数据都上报出去，如果简单

地上报一系列数据文件会不方便传送和管理。运行系统在上报时会将一套报表中的所有数据

压缩成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叫做数据包。数据包支持文本格式和二进制格式两种方式。 

 



 

 

 

 

 

 

i@Report 基于 WEB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 

 

 

 

 

 

第一部分 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北京亿信华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i@Report基于 WEB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 

产品文档 

文档名称：第一部分 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文档版本：V 1.0 

程序版本：分析版 V 4.3.1 

完成时间：2013 年 12 月 

 

说明 

本文档是“i@Report 基于 WEB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简称“i@Report”）第一部分 设

计系统操作手册，旨在指导您正确快速地掌握 i@Report 基于 WEB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的设

计系统的全部功能。 

本文档对应的“i@Report”分析版产品版本为 V 4.3.1。 

版权声明 

本产品的所有部分，包括安装程序、产品文档等，其知识产权归北京亿信华辰软件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本公司”）所有，本公司会根据本系统程序的升级，随时更新本文

档的内容，恕不另行通知。由于程序更新较快，本文档中载明的内容若与安装程序不一致，

以实际程序为准。 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不得任意仿制、拷贝、誊抄或转译。除此之外，

本使用手册中所涉及到的数据或报表的示例，均是为了尽可能地说明产品功能而虚构的，

如与实际单位所使用的名称和报表数据相似，纯属巧合。 

 

 

 

 

■ 版权所有    ■ 不得翻印 

 

 

北京亿信华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 66 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B-2 五层 

电话：4000011866                 传真：010-62956995转 7800 

网址：http://www.esensoft.com    e-Mail：service@esensoft.com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i 

目 录 

序言 ................................................................................................................................................... 1 

第一章 新建报表和报表任务 ........................................................................................................ 2 

1 主界面介绍 ................................................................................................................................. 2 

2 工具栏、状态栏介绍 .................................................................................................................. 3 

2.1 工具栏 ................................................................................................................................. 3 

2.2 状态栏 ................................................................................................................................. 4 

3 菜单介绍 ..................................................................................................................................... 5 

3.1 文件菜单 ............................................................................................................................. 5 

3.2 编辑菜单 ............................................................................................................................. 5 

3.3 视图菜单 ............................................................................................................................. 6 

3.4 插入菜单 ............................................................................................................................. 6 

3.5 格式菜单 ............................................................................................................................. 7 

3.6 任务菜单 ............................................................................................................................. 8 

3.7 定义菜单 ............................................................................................................................. 8 

3.8 工具菜单 ............................................................................................................................. 9 

3.9 帮助菜单 ........................................................................................................................... 10 

3.10 弹出式菜单介绍 ............................................................................................................... 10 

3.11 设计系统的快捷键 ........................................................................................................... 11 

4 如何新建报表任务.................................................................................................................... 12 

4.1 任务名称与标题 ............................................................................................................... 12 

4.2 信息表模板 ....................................................................................................................... 13 

4.3 信息表设置 ....................................................................................................................... 13 

5 新建报表 ................................................................................................................................... 15 

5.1 新增报表 ........................................................................................................................... 15 

5.2 引入存在的表样 ............................................................................................................... 16 

5.3 从 EXCEL 读取表样............................................................................................................ 16 

5.4 复制报表 ........................................................................................................................... 16 

5.5 删除报表 ........................................................................................................................... 17 

第二章 编辑报表结构 .................................................................................................................. 18 

1 编辑报表行列属性.................................................................................................................... 18 

1.1 定义报表的行数、列数、行高、列宽 ........................................................................... 18 

1.2 增加、减少报表的行数和列数 ....................................................................................... 18 

1.3 隐藏和取消隐藏行、列 ................................................................................................... 19 

1.4 改变报表的行高、列宽 ................................................................................................... 19 

2 表元块的合并和拆分 ................................................................................................................ 20 

2.1 表元块的完全合并 ........................................................................................................... 21 

2.2 表元块的行合并 ............................................................................................................... 21 

2.3 表元块的列合并 ............................................................................................................... 21 

2.4 拆分合并表元 ................................................................................................................... 22 

3 画任意表格线和删除表格线 .................................................................................................... 22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ii 

3.1 画任意表格线 ................................................................................................................... 22 

3.2 删除表格线 ....................................................................................................................... 22 

4 定义斜线表元 ........................................................................................................................... 23 

4.1 画斜线 ............................................................................................................................... 23 

4.2 编辑文字 ........................................................................................................................... 23 

5 任务属性和设置........................................................................................................................ 24 

第三章 定义表元属性 .................................................................................................................. 30 

1 固定表元 ................................................................................................................................... 30 

1.1 规划固定表元 ................................................................................................................... 30 

1.2 表元属性 ........................................................................................................................... 31 

2 变量表元 ................................................................................................................................... 32 

2.1 共同属性 ........................................................................................................................... 32 

2.2 数值型表元属性 ............................................................................................................... 33 

2.3 逻辑型表元属性 ............................................................................................................... 34 

2.4 字符型表元属性 ............................................................................................................... 34 

2.5 日期型表元属性 ............................................................................................................... 36 

2.6 OLE 文档型表元属性 ........................................................................................................ 36 

第四章 不同类型的报表 .............................................................................................................. 37 

1 基本表 ....................................................................................................................................... 37 

1.1 基本长表的特点 ............................................................................................................... 37 

2 变长表 ....................................................................................................................................... 39 

2.1 变长表的基本特点 ........................................................................................................... 39 

2.2 设置变长表的合计行 ....................................................................................................... 40 

2.3 变长表的汇总方式 ........................................................................................................... 40 

2.4 设置手工增删变长表数据行 ........................................................................................... 41 

3 分析表 ....................................................................................................................................... 43 

第五章 编辑报表的表头表尾 ...................................................................................................... 44 

1 表头（表尾）文字串 ................................................................................................................ 44 

1.1 一般表头表尾文字 ........................................................................................................... 44 

1.2 表头表尾宏 ....................................................................................................................... 45 

1.3 表头表尾位置 ................................................................................................................... 46 

2 表头表尾图象 ........................................................................................................................... 46 

3 改变表头留空大小.................................................................................................................... 47 

4 表头表尾对象的排列和叠放次序 ............................................................................................ 48 

4.1 表头表尾的对象排列 ....................................................................................................... 48 

4.2 表头表尾对象的叠放次序 ............................................................................................... 49 

5 表头表尾数据项........................................................................................................................ 49 

第六章 运算公式与审核公式 ...................................................................................................... 50 

1 如何定义表元的运算公式 ........................................................................................................ 50 

1.1 一般定义方法 ................................................................................................................... 50 

1.2 成批定义公式 ................................................................................................................... 51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iii 

1.3 跨任务取数公式 ............................................................................................................... 52 

1.4 增删行列与公式调整 ....................................................................................................... 54 

1.5 计算条件 ........................................................................................................................... 55 

1.6 公式编辑器 ....................................................................................................................... 56 

2 定义报表审核公式.................................................................................................................... 58 

2.1 如何定义报表审核公式 ................................................................................................... 58 

2.2 成批定义报表审核公式 ................................................................................................... 59 

2.3 审核公式的导出、导入 ................................................................................................... 60 

2.4 变长表审核公式定义 ....................................................................................................... 60 

2.5 定义代码审核公式 ........................................................................................................... 62 

3 计算指标的定义和使用 ............................................................................................................ 63 

3.1 如何定义计算指标 ........................................................................................................... 63 

3.2 如何使用计算指标 ........................................................................................................... 65 

4 常用函数 ................................................................................................................................... 65 

4.1 常用函数 ........................................................................................................................... 65 

4.2 常用操作符 ....................................................................................................................... 67 

第七章 定义分析表...................................................................................................................... 68 

1 分析区原理 ............................................................................................................................... 68 

2 基本流程 ................................................................................................................................... 69 

2.1 定义流程 ........................................................................................................................... 69 

2.2 分析区定位 ....................................................................................................................... 73 

3 高级功能 ................................................................................................................................... 75 

3.1 指标、条件的导入与导出 ............................................................................................... 75 

3.2 自定义填充 ....................................................................................................................... 77 

3.3 指标模板 ........................................................................................................................... 77 

4 浮动设置 ................................................................................................................................... 79 

5 浮动分析表的恢复.................................................................................................................... 81 

6 分析范围设置 ........................................................................................................................... 82 

6.1 报表期设定 ....................................................................................................................... 83 

6.2 过滤条件 ........................................................................................................................... 83 

6.3 作用范围 ........................................................................................................................... 84 

6.4 报表户类型 ....................................................................................................................... 84 

6.5 变长表数据选择 ............................................................................................................... 84 

6.6 保存为模板 ....................................................................................................................... 84 

第八章 定义横向列表 .................................................................................................................. 85 

1 概述 ........................................................................................................................................... 85 

2 基本流程 ................................................................................................................................... 85 

2.1 定义表样 ........................................................................................................................... 86 

2.2 拾取指标 ........................................................................................................................... 86 

2.3 定义报表属性 ................................................................................................................... 87 

2.4 得到数据 ........................................................................................................................... 87 

第九章 清单列表 ......................................................................................................................... 88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iv 

1 定义指标 ................................................................................................................................... 88 

2 高级选项 ................................................................................................................................... 89 

3 如何设计具有多行固定表元的清单列表 ................................................................................ 93 

第十章 定义视图表...................................................................................................................... 96 

第十一章 代码组 ......................................................................................................................... 98 

1 概述 ........................................................................................................................................... 98 

2 代码组的特点 ........................................................................................................................... 98 

3 代码组功能介绍...................................................................................................................... 100 

4 如何使用代码组...................................................................................................................... 106 

第十二章 实用指南 ................................................................................................................... 108 

1 如何设计变长表...................................................................................................................... 108 

1.1 变长表的特点 ................................................................................................................. 108 

1.2 变长表的代码表元 ......................................................................................................... 109 

1.3 多级合计 ......................................................................................................................... 109 

1.4 变长表的关键字 ............................................................................................................. 110 

1.5 变长表的汇总方式 ......................................................................................................... 110 

1.6 设计一张变长表 ............................................................................................................. 111 

2 基本表定义分析区.................................................................................................................. 114 

3 分析区“行条件”与“行指标”的区别 .............................................................................. 116 

4 分析表举例 ............................................................................................................................. 117 

5 如何自定义报表期.................................................................................................................. 126 

5.1 概述 ................................................................................................................................. 126 

5.2 自定义报表期的维护 ..................................................................................................... 126 

5.3 自定义报表期的定义 ..................................................................................................... 130 

5.4 自定义报表期的使用 ..................................................................................................... 133 

6 如何自定义汇总方案 .............................................................................................................. 134 

7 如何定义数据一致性补录 ...................................................................................................... 137 

8 如何自定义标准数据的导出方式 .......................................................................................... 142 

9 如何制作审核说明表 .............................................................................................................. 145 

10 如何嵌套打印 ..................................................................................................................... 148 

11 如何实现代码组联动 ......................................................................................................... 154 

11.1 概述 ................................................................................................................................. 154 

11.2 代码组联动的实现 ......................................................................................................... 155 

12 如何使用视图表设计嵌入表.............................................................................................. 161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1- 

序言 

管理员或管理者可通过 i@Report 设计系统设计出美观实用的报表任务（表样），再通

过运行系统将报表任务（表样）发布到报表服务器（下图绿色箭头发布任务流程）。填报户

可通过在线或离线的方式填报数据（蓝色箭头流程），本操作手册将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设

计制作出一套美观实用的报表任务。 

 

设计系统： 

i@Report 设计系统是 i@Report 基于 WEB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的子系统之一，主要是

用来设计、定义报表任务的，包括设计报表表样、定义运算和审核公式、定义分析表等。 

i@Report 设计系统采用类似 MS Office 的操作界面，采用所见即所得的编辑方式，方

便用户快速掌握。i@Report 报表软件采用类似 EXCEL 的单元格设计思想，各种复杂的报

表格式都能直接反映到计算机屏幕上。i@Report 允许直接从 EXCEL 中导入报表；也允许

直接将 EXCEL、Word 等中的内容粘贴到报表对象上。 

特点： 

i@Report 设计系统允许用户任意定义、设计报表格式、运算审核公式、分析表等内

容，而且系统提供增删行列、任意合并分裂单元格、任意绘制表格线、文字框、图形对象、

单元格属性、撤销恢复等操作方式，帮助用户快速设计任意复杂的报表格式，包括固定表、

表中表、变长表（也叫浮动表）、斜线等，并能实现展现格式与打印格式的完全一致。而且

允许用户对已使用的报表指标体系做任意修改，真正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业务要求。上级

单位将报表任务（报表）设计好后，将任务发布到报表服务器或以其他方式下发，下级单

位就只需要在收到的报表任务中填写数据或者在线填报即可，无须再次进行报表格式定义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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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建报表和报表任务 

设计系统采用报表任务的思想来管理报表，相关的一组报表构成一个报表任务，一个

任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套报表。 

报表任务中的报表由下列三类构成：信息表（也叫封面表）、基本报表、分析报表。信

息表是用来填写报表单位基本信息（如单位代码、名称、所属地区、地址、电话等）的报

表，也是报表任务中必须包含的报表。信息表上主要为文字型指标，一般不设置数值指标。

基本表供用户填写数据，分析报表是根据基本表的数据通过运算产生统计分析结果。 

同一个任务里的基本表之间具有运算及审核上的关联，报表任务可以根据报表期（即

报表收集期），分为年报、季报、月报、旬报、日报、任意报表等如：基本建设统计月报表、

税收旬报。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任意报表”，这种报表任务是指收集期没有设定的报表任

务，如临时性的普查报表等。一个任务中可以含有多个时期的报表数据，如某一“税收电

月报”任务中可以保存 1999 年至 2002 年每个月的报表数据，对任务操作时只需切换报表

期就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数据了。 

上级单位通过设计系统将报表任务中的表样，运算、审核公式以及分析表的口径设计

好后，以任务为单位下发报表，各下级单位装入任务后即可直接使用。所以设计报表的第

一步是新建报表任务。 

1 主界面介绍 

通过桌面的快捷方式打开设计系统或选择桌面中“开始 | 所有程序 | i@Report 分析版 

| i@Report 设计系统”来进入设计系统。 

选择文件下的“装入任务”来打开报表任务后，操作主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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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 工具栏、状态栏介绍 

设计系统与运行系统的界面风格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别是设计系统工具栏比运行系统

丰富得多，下面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分成几块介绍。 

2.1 工具栏 

 

图 1-2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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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图 1-5 

 

图 1-6 

 

图 1-7 

2.2 状态栏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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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菜单介绍 

3.1 文件菜单 

•新建报表任务：建立一个新的报表任务； 

•新建报表：建立一张新的报表； 

•打开报表任务：打开已经存在的报表任务； 

•从 EXCEL 读取表样：新建报表时直接从 EXCEL 文件中读入报表表样（包括文字，字体，

边框，数据类型等）； 

•关闭任务：关闭当前打开的报表任务； 

•全部保存：保存当前打开任务中的所有报表； 

•任务另存为：保存对报表任务的设计或修改； 

•保存任务为 Excel 的 Book：把当前报表任务以 Excel 的 Book 格式保存起来； 

•保存为 HTML：把当前报表以 HTML 文件格式保存； 

•页面设置：在打印之前对报表的页面进行设置，可设置页面、页边距、分页等； 

•打印预览：预览打印效果，并可在其中设定打印比例和页面设置； 

•打印：打印报表； 

•设置工作目录：设置文件相关操作的缺省路径； 

•退出系统：退出设计系统； 

3.2 编辑菜单 

•复制：把选定内容复制到剪贴系统板。可以通过此操作将报表内容复制到 EXCEL、记事

本等； 

•剪切：把选定内容裁剪到剪切板； 

•粘贴：把剪贴板中的内容复制到当前报表的当前位置。利用此功能可以将 EXCEL 等中的

内容复制到设计系统报表中； 

•选择性粘贴模板：设置复制粘贴属性的模板； 

•撤消：也称“后悔键”，撤消未保存的操作（最多可撤消 20 步），使其恢复到操作之前的

状态。通过此操作可以避免误操作所造成的破坏； 

•全选：选择当前报表的所有表元； 

•查找与替换：在当前报表中查找或替换指定的文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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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填充：对所选定的一系列表元填充序号； 

•清除：清除当前表的表元内容； 

•报表属性：设置当前报表的属性； 

•任务属性：浏览或修改当前任务的属性。任务属性包括基本设置、舍位平衡、指标默认

值、代码审核、其他设置等内容； 

•查看当前任务目录：打开当前任务所在的目录； 

3.3 视图菜单 

•列标题：显示/关闭列标题； 

•行标题：显示/关闭行标题； 

•状态行：显示/关闭状态行； 

•报表任务窗口：显示/关闭报表任务窗口； 

•常用：显示/关闭常用工具栏； 

•格式：显示/关闭字体格式工具栏； 

•报表显示方式>：改变工作区内报表的显示方式； 

正常：按正常的方式显示报表； 

数据类型：在每个表元内显示表元的数据类型； 

表元详细名称：在每个表元内显示表元的详细名称； 

非空表元：在非空表元内显示“非空” ； 

自动汇总表元：在自动汇总表元内显示“汇总” ； 

计量单位调整表元：在参加计量单位调整的表元内显示“调整” ； 

数据表元编号：显示/关闭数据表元的编号； 

表元字段名称：显示/关闭每个表元的表元字段名称； 

表元公式：在每个表元内显示公式； 

表元缺省值：显示表元的缺省值； 

3.4 插入菜单 

•表头表尾-文本：在表头表尾输入文字串； 

•表头表尾-横/竖线：绘制表头表尾的横竖线； 

•表头表尾-图形：在表头表尾插入固定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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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头表尾-数据项：在表头表尾添加数据项； 

•表头表尾-虚拟数据项：在表头表尾添加虚拟数据项； 

•整行：设置从某一行起增加若干行； 

•整列：设置从某一列起增加若干列； 

3.5 格式菜单 

•设置为固定表元：将所选表元设为固定表元； 

•设置斜线：在指定表元中设置斜线并输入文字； 

•绘删表格线：绘制、删除表格线； 

•行>：对选定的行进行设置； 

增加行：设置从某一行起增加若干行； 

删除行：设置从某一行起删除若干行； 

设置行高：设置选定行的行高； 

隐藏行：把选定的行隐藏起来； 

取消隐藏行：取消隐藏行，要想取消某几行的隐藏必须先选定隐藏行的上下两行，再

点击取消隐藏行； 

增/删合计行：为变长表增加或者删除合计行； 

•列>：对选定的列进行设置 

增加列：设置从某一列起增加若干列； 

删除列：设置从某一列起删除若干列； 

设置列宽：设置选定列的列宽； 

隐藏列：把选定的列隐藏起来； 

取消隐藏列：取消隐藏列，要想取消某几列的隐藏必须先选定隐藏列的左右两列，再

点击取消隐藏列； 

•合并拆分>：完成选定表元块的合并和拆分 

完全合并：将选定表元块完全合并为一个表元； 

行合并：将选定表元块合并为同行表元； 

列合并：将选定表元块合并为同列表元； 

拆分：将曾经合并过的表元拆分为最小表元； 

•设置左边空：设置表元框架与表页左边缘相隔的距离（可以采用厘米和点数两种定义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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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上边空：设置表元框架与表页上边缘相隔的距离（可以采用厘米和点数两种定义方

式）； 

•对象排列：定义表头表尾对象的排列； 

•字体：设置文字串的字体、样式、大小、颜色等属性； 

•报表背景颜色：设置报表的背景颜色； 

•表元属性：设置选定表元的属性； 

3.6 任务菜单 

•指标默认值>： 

任务数值指标设为默认值：按照任务默认值设置任务的浮点型表元； 

将全部基础表数值型指标设为默认值：按照任务默认值设置基础表的浮点型表元； 

将全部分析表数值型指标设为默认值：按照任务默认值设置分析表的浮点型表元； 

•加入报表到报表任务：增加报表到报表任务中； 

•从报表任务中移走报表：将所选定的表样从任务中移除； 

•将当前报表设为信息表：将当前报表设置为本报表任务的信息表； 

•调整报表顺序：调整当前任务内报表在工作区下的切换栏内的显示顺序； 

•测试任务：转到运行系统测试数据集中运行任务； 

3.7 定义菜单 

•报表审核定义：通过定义报表审核公式来检查输入数据的正确性； 

•公式>：定义计算公式 

定义公式：通过输入公式来定义指定表元的值； 

计算条件：定义公式的计算条件，使公式在某条件下才会计算； 

缺省值：定义表元缺省值； 

跨任务取数：定义跨任务取数，不用直接输入函数而是用点击拾取的方式从已定义好

的关联任务中取数； 

•关联任务：设置与当前任务有取数关系的任务及任务代号； 

•计算指标：编辑计算指标。计算指标是自定义的公式指标，可以在其他要用到的地方引

用； 

•自定义函数：自定义函数，可以在系统其他地方进行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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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代码结构：设置增加报表户时使用的代码组； 

•基层户代码结构定义：设置增加基层户报表户时使用的代码组； 

•汇总方案：自定义汇总的方案； 

•新增编辑分析区：对分析表所选中区域定义分析指标或分析条件；或者对已定义的分析

区的指标或条件进行编辑； 

•删除分析区：删除已定义的分析区； 

•重定位分析区：将已定义的分析区通过重新定位进行整体移动； 

•过滤条件管理器：对所有分析表的过滤条件进行管理，在这里您可以增加、删除、编辑

过滤条件； 

•分析模板：调用模板里的分析表； 

•分析范围设置：设置分析表的分析范围，其中包括报表期设定、过滤条件、作用范围、

报表户类型、变长表数据选择的设置； 

•自定义报表期：可以自定义除系统默认的报表期以外的报表期。 

3.8 工具菜单 

 

图 1-9 

•设为角分表：将当前任务中的所有单位为万元的表设置成单位为元的角分表； 

•存为系统模板报表：将报表存为系统模板，便于以后新建任务时调用； 

•整理收藏夹：对已经保存的模板进行管理； 

•浏览公式：查看当前任务中所有的计算公式和审核公式； 

•自动命名>：系统自动将每个表元的字段名进行命名； 

自动命名全部基础表：自动命名所有基础表的表元字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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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命名当前报表：自动命名当前报表的全部表元的字段名，其命名规则是将行、列

的固定表元的内容合并在一起； 

指标名称筛选规则：指标名称中与所定义的前缀、后缀相一致的内容将被剔除；指标

名称与定义的内容相等的将被剔除；指标名称中含有的子串；则该子串和其左边部分将被

剔除； 

•自定义填充序列：自行定义填充序列的格式； 

•自定义属性：扩展表元、报表、任务的属性； 

•报表参数设置：定义报表参数，用于传值；  

•连接管理：设置与报表服务器的连接参数； 

•自动保存设置：设置系统是否自动存盘及自动存盘的时间间隔； 

•整理指标模板：对自定义的指标模板进行相应的整理； 

3.9 帮助菜单 

•帮助：设计系统操作说明； 

•函数清单：设计系统函数说明； 

•关于：设计系统版本说明； 

3.10 弹出式菜单介绍 

在表格区域中，单击鼠标右键会弹出一个快捷菜单，如图所示： 

 

图 1-10 

•剪切：把选定内容裁剪到剪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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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把选定内容复制到剪贴系统板。可以通过此操作将报表内容复制到 EXCEL、记事

本等； 

•粘贴：把剪贴板中的内容复制到当前报表的当前位置。利用此功能可以将 EXCEL 等中的

内容复制到设计系统报表中； 

•复制分析区：复制报表中的分析区，该功能只有在带分析区的表中才可用； 

•删除分析区：删除报表中的分析区，该功能只有在带分析区的表中才可用； 

•插入>：增加报表的行列； 

增加行：设置从某一行起增加若干行； 

增加列：设置从某一列起增加若干列； 

•删除>：删除报表的行列； 

删除行：设置从某一行起删除若干行； 

删除列：设置从某一列起删除若干列； 

•合并拆分>：完成选定表元块的合并和拆分； 

完全合并：将选定表元块完全合并为一个表元； 

行合并：将选定表元块合并为同行表元； 

列合并：将选定表元块合并为同列表元； 

拆分：将曾经合并过的表元拆分为最小表元； 

•设置行高：设置选定行的行高； 

•设置列宽：设置选定列的列宽； 

•跨任务取数：通过定义不同任务间的关系，进行取数； 

•定义公式：定义表元计算公式； 

•公式编辑器：用文本方式编辑报表公式； 

•属性：定义选定表元的属性或浏览或修改当前报表的属性； 

3.11 设计系统的快捷键 

快捷键 功能 

ctrl + C 复制选定内容 

ctrl + X 剪切选定内容 

ctrl + V 将复制或剪切的内容粘贴到指定位置 

ctrl + Z 撤销上一步的操作 

shift + ← 缩短表头表尾对象的水平宽度 

shift + → 延长表头表尾对象的水平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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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 + ← 左移表头表尾对象 

ctrl + → 右移表头表尾对象 

ctrl + ↑ 上移表头表尾对象 

ctrl + ↓ 下移表头表尾对象 

4 如何新建报表任务 

由于报表任务是对多张报表实现有机管理的集合，所以我们必须先新建报表任务，然

后向其中添加各种类型的报表。 

4.1 任务名称与标题 

设计系统是与运行系统一起安装的，安装后在桌面上产生“i@Report 设计系统”快

捷方式，双击此快捷方式即可运行设计系统。单击菜单项【文件｜新建报表任务】，系统会

弹出任务设置窗口，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此时需要完成的设置有：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是对报表任务的命名，也就是该报表任务保存到磁盘上的文件名。

如任务名称为“新任务”，则系统将该任务保存在磁盘上的文件为“新任务.prp”。 

•任务标题：用来描述和说明任务，在运行系统中也用来区别于其它任务，应具有该任务

的特点。 

•存放目录：即任务文件在磁盘上的保存路径，可以手工输入，也可以点击右侧按键从弹

出的浏览框中选择。 

•报表期类型：指要设计的报表任务的数据收集期，从下拉框中选定年报或月报等。 

完成以上四项操作之后，点击“下一步”，系统将提示用户使用信息表模板，如果直接

单击“完成”则不使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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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建立后，也可以通过菜单【编辑｜任务属性】弹出的对话框“基本设置”修改任

务名称与标题。 

4.2 信息表模板 

信息表是报表任务中用来描述报表单位基本信息的报表。报表任务中的多张报表，就

是通过信息表来组织、关联的。信息表必须至少含有报表单位名称等关键信息。 

因为每个任务中必须有一个信息表，所以新建一个任务时系统规定必须新建一个表页

作为任务的信息表。一般说来，同一个单位各套报表任务所需要的基本信息相同，定义的

基本信息表也可以完全一样，所以这里提供了信息表模板可供提取，在图 1-11 中点击“下

一步”后如下图所示： 

 

图 1-12 

如果用户从来没有建立过信息表模板，则只有“空表”。单击“完成”按钮，系统给出

的是一张 16 行 5 列的空白表样。用户再根据具体样式自行编辑。 

如果选择模板，则右边预览框中可以对选中的模板进行预览，从而选择出所需要的基

本信息表式样。 

建立模板的方法：在任务中切换当前表页为信息表，点击菜单项【工具｜存为系统模

板报表】。任何一张表样都可以“存为系统模板报表”。 

如何删除模板报表呢？点击菜单【工具｜整理收藏夹】，可以对保存的模板报表进行重

命名或删除。 

4.3 信息表设置 

完成以上两步后，系统便完成了报表任务的新建，并进入到该报表任务的信息表主窗

口。图 1-13 显示的是一张制作完成的典型的信息表，报表结构的编辑方法将在后续章节

中谈到。 

这里要强调的是封面表样设计完成后，必须设置“报表户名称表元”，这一点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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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系统中用报表户代码来唯一标志一个报表户，对应每个代码，都应该有一个报表户名

称（单位名称）。 

同样，每个表元也有一个唯一标志，就是其行列标题的结合，这与 Excel 是一致的。

如图 1-13 中绿色的表元处于 B 列 5 行，我们叫它 B5。因此下图中的”报表户名称表元”应

该是 B1。 

 

图 1-13 

点击主菜单【编辑｜报表属性】，可在报表空白处点击右键弹出菜单的【属性】项，切

换到“信息表”页面，手工输入“B1”或者点击右边的 按钮，通过弹出的“公式定义

向导”拾取。 

 

图 1-14 

至此，信息表已经制作完成，下面的工作就是增加各种报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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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建报表 

5.1 新增报表 

点击菜单项【文件｜新建报表】或工具栏上的 按钮， 在系统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新建报表的类型： 

 

图 1-15 

选择要新建的报表类型后，如果直接点击“完成”系统将产生一张 10 列 24 行的空报

表；如果点击“下一步”，则用户可以设置新建空表的行列数，或者选择报表模板。 

如果在图 1-15 中选择了报表类型后，点击“下一步”，系统将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图 1-16 

如果选择“空表”，则可以对空表设置行列数和行高列宽。如果选择其他的报表模板，

则如同新建信息表一样， 完成设置后，单击“完成”，系统便会根据选定的设置新建报表。 

对于新建的报表，系统会自动从 B0 开始给报表赋以命名。按照新建报表的顺序，新

建表的系统命名依次为：B0、B1、B2……，如果要更改系统对新建报表的命名，则需在“报

表属性”中重新设置。见设计系统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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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设计变长表和浮动分析表时，变长表的合计行和浮动分析表中的合计行不需要

定义计算公式。在变长表中合计行只能位于数据行的最下方，且表元都要设置为固定表元。 

5.2 引入存在的表样 

如果要新建的报表表样在其他任务中已经存在，则可以直接引入，其它任务中设计好

的报表同样也可以在新的任务中使用。选择菜单项【任务｜加入报表到任务】系统会弹出

一个对话框要求您选择要加入的报表（后缀的文件为.NPF），打开即可。 

被引用进来的报表不受源任务的限制，可以在当前任务中进行修改。 

如果从其它任务中引入的报表与当前任务中的报表重名，系统按顺序自动为其重命名。 

5.3 从 EXCEL 读取表样 

如果要新建的报表表样已经存在于 EXCEL 文件中，则可以直接从 EXCEL 文件中读取

表样。选择主菜单【文件｜从 EXCEL 读取表样】，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要读取表样的

EXCEL 文件，然后可选择要读取 EXCEL 文件的哪些工作表，并可设置工作表导入到任务

中去后报表的类型（基本表、变长表、固定分析表）。点击“确定”钮后系统就将选择的工

作表导入到任务中去。 

 
图 1-17 

5.4 复制报表 

如果将要建立的报表与已存在的报表表样相类似，可将已存在的表样复制，再修改复

制所得的表样为所需要的表样。 

在报表任务窗口中选择要复制的报表，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复制报表”，即可将所选

择的报表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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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5.5 删除报表 

在当前报表任务的主窗口下，选择菜单项【任务｜从任务中移走报表】或在报表任务

窗口点击鼠标右键选择“从任务中移走报表”系统会弹出报表任务中所有报表的列表，选

中要移走的报表，按“确定”钮，该报表便会自动移出报表任务。按 Ctrl 键多选可一次删

除多张报表。 

 

图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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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编辑报表结构 

由于 i@Report 设计系统中采用了单元格思想，通过编辑报表结构，我们可以设计出

任意复杂的报表式样。编辑报表结构包括：报表的行列属性、报表内表元块的合并与拆分、

表格线删除插入、规划固定表元、表元内定义斜线定义等等许多内容。本章中将就这些内

容来描述如何编辑报表的结构。 

1 编辑报表行列属性 

1.1 定义报表的行数、列数、行高、列宽 

图图 1-1 中表明，在新建报表时，选定报表类型后如果选定的是新建空表，则需要设

定报表的行数、列数和行高、列宽。 

行高列宽的设置可以以厘米为单位，也可以用象素作为单位，区别在于，前者是固定

效果，不会随着屏幕大小变化，后者是相对值，会随着屏幕大小变化。 

设置完毕后，按“完成”钮，系统会生成一个符合要求的报表框架。如果新建报表时

无法确定行列数，没关系，以后可以通过增删行列达到效果。 

1.2 增加、减少报表的行数和列数 

由于增删行列的操作基本相似，这里我们以对行的操作为例： 

1.1.1 增加行 

点击菜单项【格式｜行｜增加行】或者直接在工具栏中点击 按钮，系统会弹出“增

加行”的设置对话框： 

 

图 2-1 

•起始行：是指从第几行开始增加。系统缺省把表元焦点所在行作为起始行。 

•向前还是向后：用来设置要增加的行处于起始行的上方还是下方。如果是向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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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始行的上方添加行，如果是向后则在起始行的下方添加。 

1.1.2 删除行 

点击菜单项【格式｜行｜删除行】或者工具栏中的 按钮，系统会弹出“删除行”的

设置对话框： 

 

图 2-2 

•起始行：系统将从起始行的下方开始删除。 

•删除行数：是指要删除几行。 

注:如果要增删行列的报表中已经包含了运算、审核公式，系统将提示某些公式可能有

问题，用户可进行相应调整。 

1.3 隐藏和取消隐藏行、列 

在报表中选择一行或多行，然后点击菜单【格式｜行｜隐藏行】就可将选定的行隐藏，

点击【格式｜行｜取消隐藏行】就可使隐藏的行显示出来。 

1.4 改变报表的行高、列宽 

1.1.3 改变单行行高 

方法一： 

1).用鼠标点击该行任意表元 ； 

2).点击菜单项【格式｜行｜设置行高】或者工具栏上的 按钮，系统会弹出设置行

高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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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3).用“点数”或“厘米数”来定义选定行的行高；然后按确定，系统会自动完成对行

高的设置。 

方法二：  

将鼠标停在该行行号的下边线上，此时的指针变成一个两端都有箭头的符号，按住鼠

标左键直接通过鼠标的上下移动改变该行的行高。 

1.1.4 改变多行行高 

选定要改变行高的多行，方法为：按住鼠标左键，从要设置行高的起始行拖至终止行，

这样，目标行就以表元块的形式被选定了。 

该表元块不一定要是整行的块，只要包含起始行和终止行的表元即可。 

其余同上述方法一。  

1.1.5 整表改变行高 

用鼠标点击选中整表的图标 (行、列的左上角) ，即选中整表，其余同上述方法一。 

设置列宽在工具栏上的按钮是 ，其它操作与行设置相同。 

2 表元块的合并和拆分 

如下图所示，在制表的过程中，经常会将多个表元合并为一个表元或者将原来合并的

表元拆分，“合并表元块”就为设计这类表元提供了方便；当然，如果在合并之后又想取消

对表元的合并，则可以通过“拆分合并表元”将已经合并的表元恢复成最小单位的表元。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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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元的合并可以分为完全合并（将选定表元块中的所有表元完全合并成为一个表元）、

行合并（将选定表元块中的表元合并成为同行表元）和列合并（将选定表元块中的表元合

并成为同列表元），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进行哪一种合并，操作的对象都只能是被选定表元

的“矩形区域”，即必须为标准的表元块。 

2.1 表元块的完全合并 

1).选定要合并为一个表元的表元块（表元的矩形区域）； 

2).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合并拆分/完全合并”，或者点击菜单项【格

式｜合并拆分｜完全合并】，选定表元块就被完全合并为一个表元了。 

例如：选中图 2-5 左上角的四个表元，在右键弹出菜单中单击“完全合并”。并后效

果如图 2-6 所示。 

 

图 2-5 

 

图 2-6 

2.2 表元块的行合并 

1)、选定要合并为同行表元的表元块； 

2)、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合并拆分/行合并”或者点击菜单项【格式｜

合并拆分｜行合并】，选定区域内的所有表元就被合并为同一行的表元了（表元的列数并不

改变）。 

2.3 表元块的列合并 

1)、选定要合并为同列表元的表元块； 

2)、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合并拆分/列合并”或者点击菜单项【格式｜

合并拆分｜列合并】，选定区域内的所有表元就被合并为同一列的表元了（表元的行数并不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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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拆分合并表元 

1)、选定要撤消合并的表元或表元块（即可以拆分一个合并过的表元，也可以同时拆

分多个合并过的表元）；  

2)、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合并拆分/拆分”或者点击菜单项【格式｜

合并拆分｜拆分】，选定区域内的表元就被拆分为最小单位的表元了。 

拆分表元是将曾经合并过的表元拆分为最小单位的表元，对于不曾进行合并操作的表

元是无法再拆分的。 

3 画任意表格线和删除表格线 

当表格线画在表元边框时，可以成批修改表元的边框属性；如果表格线画在表元内部，

则可将表元一分为二，使用起来比表元拆分功能更加灵活。 

点击菜单项【格式｜绘/删表格线】或者工具栏中的 钮，系统会弹出绘制、删除表

格线的工具条： 

 

图 2-7 

3.1 画任意表格线 

1)、在弹出的工具条中选择 按钮，并在线型中选择线型方案（系统默认的线形为

细直线）； 

2)、将鼠标下移至表格框架中，鼠标会变成一个铅笔的形状，此时，就可以利用“铅

笔”的上下移动在表格框架中画出任意表格线。 

在可供选择的线型中，有一种空线型，选择了此种线型后，用铅笔画出的表格线是无

色线型，此种线型同其他线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在视觉上又同删除表格线的效果相同。

鉴于它的这一特点，空线型多用在不想改变表元属性而又要隐藏表格线的情形之下； 

表格线只能画竖线或横线，不能画斜线。 

3.2 删除表格线 

在弹出的工具条中选择 按钮，然后将光标下移至表格框架中，光标会立刻变成一个

白色橡皮的形状，将橡皮停留在要擦去的表格线上，该表格线上会出现删除标记，单击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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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左键，该表格线就被删除了。 

如果将橡皮停留在要擦去的表格线上时，该表格线没有出现删除标记，则表示该表格线

不能被删除。 

4 定义斜线表元 

为了报表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表样的美观，往往需要设计斜线表元，如下图所示： 

 

图 2-8 

点击菜单项【格式｜设置斜线】或者工具栏中的 钮，系统会弹出“设置斜线固定

表元”的对话框（如图 2-9 所示），在该对话框中，进行以下设置： 

 

图 2-9 

4.1 画斜线 

点击对话框左边的 按钮，让它保持按下的状态，然后就可以开始画斜线了。

在对话框右边的空白方框中，每边有五个点，表元斜线的定义就是以这些黑点为起止点来

绘制的。用鼠标点住对话框右边区域的黑色小方块，方块颜色变为红色后表示其被选中，

按住鼠标不放，然后拖动到另一小方块，使其变成红色后释放鼠标，就画好了一条斜线。 

删除斜线的方法：用鼠标双击斜线任意一端的小方块。 

点击对话框左边的 按钮，系统会弹出“线形设置”的对话框，然后，在该

对话框的“线条颜色”框中设定需要的线条颜色；并在“线形”框中选择需要的线型即可。 

4.2 编辑文字 

点击对话框左边的 按钮，让它保持按下状态，然后点击对话框右边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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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此时会看到一个输入提示符在刚才点击的地方闪动，现在可以开始输入文字了。 

要想改变文字所处的位置必须保持“文字”和“斜线”按钮为凸起状态，然后用鼠标

拖动整块文字使它移到相应位置。 

在“斜线设置”中，只能输入文字，并不能改变文字的属性。如要改变文字的属性，

则需在完成“斜线设置”并回到主界面后，通过菜单【格式｜字体】来改变该字体属性。 

说明：设置表元斜线，既可以对一个表元进行设置；也可以选定一个表元块，同时对

多个表元进行斜线定义，定义出的斜线形和文字同时适用于选定表元块内的每一个表元。 

5 任务属性和设置 

每个任务建立后都有一些不同于其它任务的、系统的设置，如任务标题、舍位平衡设

置等，系统提供了任务属性对话框供用户统一管理这些设置。点击【编辑｜任务属性】： 

 

图 2-10 

•基本设置：包括任务的名称、标题以及报表期类型。任务注册后名称及报表期类型是不

能修改的。 

•计量单位：选择需使用的计量单位代码组与设置主数据集计量单位。 

•舍位平衡：设置舍位平衡的数量级、要保留的小数位以及调整后的计量单位。 

•默认值：新增报表时系统将按照这里的设置确定浮点型表元的属性。同时也可以通过菜

单项【任务｜默认值】，一次性地将所有基本表、分析表或整个任务的数值指标修改为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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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设置。 

•代码审核：设置用户代码与上级代码应该满足的条件； 

 

图 2-11 

例如，上图中的条件中，len(@id)=6，表示在运行系统中录入数据时，单位代码必须

为 6 位。 

“单位代码分段”可将输入的单位代码根据代码组分段输入，“单位代码分段”的设置

如下， 

 

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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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数：表示该单位代码由几部分组成。 

代码段类型：表示每一段单位代码的组成类型，可以为手工、代码组、表达式和编码

规则。如果选择“手工”，可在“属性（长度、代码组、表达式、编码）”中设置代码的长

度；如果选择“代码组”，可在“属性（长度、代码组、表达式、编码）”中选择需要使用

的代码组；如果选择“表达式”，可在“属性（长度、代码组、表达式、编码）”中设置代

码的表达式；如果选择“编码规则”，可在“属性（长度、代码组、表达式、编码）”中选

择需要使用的编码规则。 

设置了单位代码分段后，用户在运行系统中输入单位代码时，单位代码必须符合分段

设置。 

 

图 2-13 

•其它设置：设置增删行列时是否调整公式，选择汇总方案，设置任务的扩展属性。并可

设置是否允许其他用户修改任务结构（修改任务结构时需要密码）。 

•填报说明：填报任务的说明，可直接输入对任务数据的填报的说明，也可导入文档。 

•编辑、显示条件：设置任务中的报表、表元的显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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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报表行隐藏条件：即根据设置的条件隐藏报表中的行。例如上图中表示：如果是非汇

总单位，则 B3 表中的第 2 行将被隐藏。实际情况中的例子是在信息表中有些行列只是由

上级汇总单位填写，则可以设置类似的条件。 

报表列隐藏条件：即根据设置的条件隐藏报表中的列。上图中表示：如果是非汇总单

位，则 B3 表中的第 2 列将被隐藏。 

表元不可编辑条件：即设置报表中的某些表元在哪些情况下不能填写或修改。上图中

的例子表示：如果是非汇总单位，则 xxb 中的 b3 表元不能编辑，即基层单位不能填写此表

元。 

表元不见条件：即设置报表中的某些表元在哪些情况下不显示。上图中的例子表示：

在插件上填报数据时，如果登陆用户代码右边 1 位为“0”时，xxb 中的 b3 表元将不可见。 

•审核设置：设置审核相关信息，分为审核结果、审核提示信息、审核明细表、自动审核

四部分。 

审核结果：勾选需要在审核结果中显示的内容。 

审核提示信息：勾选需要在审核信息中显示的内容。 

审核明细表：选择审核明细表，设置审核标记前缀与审核说明。 

自动审核：勾选“变长表录入一条记录后自动审核”后，变长表每增加一行数据，系

统会对该行数据进行自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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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显示设置：包括设置任务的代码标题、名称标题、树形显示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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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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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定义表元属性 

在设计系统中，根据表元是否允许录入数据将其分为固定表元和变量表元。而变量表

元又按照其数据类型可以分为整型、浮点型、字符型、日期型、逻辑型和备注型和 OLE

型等七类。不同类型的表元所包含的属性项数是不同的。固定表元只具有排版和边框属性，

而变量表元的属性则包括数据、填报等方面的属性。 

对于变量表元，表元的数据属性尤其重要。只有为表元定义了合适的数据属性，才能

通过设计系统对表元公式的语法检查，并确保运行系统可以对表元的输入内容做相应的检

查，从而最终保证用户获得正确的报表数据和分析结果。 

在定义表元属性之前，首先要选定表元（或表元块）；然后点击菜单项【格式｜表元属

性】或者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系统会弹出设置选定表元（或表元块）属性的对话框。

本章将根据表元类型分别阐述其属性。 

在设计系统中，有公式的表元即公式表元也被认为是变量表元。 

1 固定表元 

1.1 规划固定表元 

固定表元是指在设计报表时已由设计者确定其表元内容（一般用来填写指标名称），在

运行系统中不能更改的表元，系统用灰色显示。在设计报表的过程中，对于固定表元的规

划是十分重要的。由于系统对于新建报表中所有表元默认均为“变量表元”，因此，首先介

绍如何在变量表元的基础上规划出固定表元。 

将变量表元变成固定表元有两种方法： 

● 直接在变量表元内输入文字或字符，可将原变量表元转变成固定表元； 

在其它软件如 Excel、记事本中复制文字内容后粘贴到报表中，也可以将变量表元变

成固定表元。对于 Excel 中有结构的文字，也可以选中一块，进行成批复制。 

● 不在表元内输入内容，仅仅利用系统提供的转换键 将变量表元转变成固定表元。

（这种情况下固定表元块内没有任何文字） 

步骤为： 

1. 选定表元：用鼠标选中欲设置为固定表元的表元或表元块； 

2. 在工具栏中点击 按钮，即将选定表元(或表元块)设置成为没有任何文字内容的固

定表元。 

在设计报表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要删除某些固定表元的内容或者要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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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表元恢复为可供用户填写的变量表元。此时：用鼠标选中欲删除内容或欲恢复为变量表

元的表元或表元块； 在工具栏中点击 按钮，即将选定表元（或表元块）的内容删除并

恢复为变量表元。 

注：在固定表元中，上角标用字符“^”，下脚标用字符“_”表示，如要固定表元中要

显示 m
2
，可在表元可输入“~(字符串)m^2”；m2可输入”~(字符串)m_2”。 

1.2 表元属性 

固定表元只具有排版属性，这也是变量表元所具有的。下图所示是固定表元的属性编

辑框：  

 

图 3-1 

在对话框中可以对表元属性进行定义。标题栏上显示的“A1”是该表元的字段名； 

•表元详细名称：指的是通过表元命名后用文字表示的表元名称。 

•链接报表：表示固定表元中可链接到一变长表，在基本表和视图表中通过固定表元链接

变长表，可实现更复杂的表样输出。 

•链接报表列宽和主表一致：设置链接报表输出的列宽是否和主表保持一致。 

•打印时链接报表行高保持不变：设置打印时链接报表数据的行高是否保持不变。 

•链接表元：表示固定表元中可链接到其他表元。 

•换行还是缩放：设置字符在表元中不能完全显示时如何处理。 

•打印颜色：设置表元在打印时的颜色，设置的颜色只有在运行系统的“打印颜色”显示

状态下才显示或在打印的纸质表上显示。 

•背景颜色：设置表元在系统显示的背景的颜色。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属性需要点击右边的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设置。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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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表元的边框属性编辑窗口： 

 

图 3-2 

系统永远取表元的左、上边线属性作为其显示属性，如对于紧邻的两个表元，若为左

右相邻，则公共边属性取右边表元的左边线属性；同样，上下相邻表元的公共边即下方表

元的上边线。 

表元的边框属性可以通过画表格线成批修改。 

成批修改表元的边框属性既可以通过块选多个表元进行，也可以采用画表格线的方法。 

2 变量表元 

变量表元除了具有与固定表元相同的属性外还具有包括数据属性等在内的特有的属

性。不同类型的变量表元所具有的属性也不同，但它们同时也具有一些共同的属性。 

2.1 共同属性 

•字段名：通过表元所在列和行的标题交叉得到，如 C3、H2 等。它也是表元在数据库中存

储所用的字段名。一般不需要设置。 

•填报说明：对表元指标数据如何填报的说明性文字，既可以输入文字，也可以输入表达

式。设置了表元填报说明，在运行系统中填报数据时系统可以显示提示信息。 

•表元详细名称：表元的详细名称可以作为运行系统中产生的动态分析表（详见运行系统

第十章第三节）中的指标名称。建议用户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自动命名功能（详见设计系

统第十二章第三节）成批命名，或成批命名后再手工修改。 

•数据类型：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数据类型”有 7 种，依次为：字符串、整数、浮点数、

逻辑型、日期型、备注型、OLE 文档。其中，字符串为文字、符号类型；整数和浮点数即

为数值型；逻辑型是指“真假”性，即该类型的数据数据只有两种可能：“是”（TURE）

或“非”（FALSE）；日期型为表示日期的数据类型；备注型是一种特殊的字符串类型，它

的字符个数不受限制；OLE 文档类型的表元在运行系统中可以直接从该表元中链接到其他

各类文档，如 WORD、EXCEL、图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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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是指在运行系统中新建一套报表时系统自动给出的表元值。设置“默认值”时

直接在该栏中键入想要赋给该表元的具体数值或公式即可，默认值也是由系统计算得出，

但用户可以修改。如要设置填表时间为当天日期，要设置默认值为“today()”。 

•允许为空：是指在运行系统中，该表元的值能否不填，既可以输入文字，也可以输入表

达式。如果不允许为空的表元用户没有填写，则系统会通过审核信息给出警告，这样能确

保某些关键信息必须填写。 

•前后缀：“前缀”和“后缀”是指在运行系统中显示表元内容时所加的前缀和后缀。例如，

对于填写内容为人民币数量的表元，可以加上前缀‘￥’，那么，如果表元的值为 13235.25，

运行时系统就会显示‘￥13235.25’。又如，对于单价，可以加上后缀‘元/公斤’，那么，

如果表元值为 10.00，则系统自动显示为‘10.00 元/公斤’。 

•打印颜色：设置表元在打印时的颜色，设置的颜色只有在运行系统的“打印颜色”显示

状态下才显示或在打印的纸质表上显示。 

2.2 数值型表元属性 

数值型表元包括整型和浮点型，下图所示为浮点型表元属性编辑框： 

 

图 3-3 

•数据长度：整型使用系统缺省的 10 位长度，而浮点型数据长度及小数位数用户可以设置，

其整数部分位数用数据长度减小数位数再减小数点占一位。如数据长度为 12、小数位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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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的浮点型整数部分长度为 8。 

若想定义超过 10 位长的整型表元，可以将其数据类型设为浮点，小数位数为 0。 

数值显示带千分位：即每隔三位用逗号分隔。以浮点数 12325.25 为例，如果数值显示

带千分位，则在运行系统中，浮点数将被显示为：12，325.25；否则显示为：12325.25。 

•自动汇总项：是指在运行系统中进行报表汇总时，这些表元的值将由下级单位相同表元

的值叠加汇总得来。如果某表元为非自动汇总项，且带运算公式，则表元内容将在汇总表

的基础上根据公式求值得到。 

•是否参与舍位平衡：若选“是”，运行系统中进行舍位平衡时，会对此表元进行舍位，并

显示舍位后的数值；否则，在运行系统中进行舍位平衡时，该表元内容保持不变。 

•误差分配：如果表元属性的[参加舍位]设置成[是]，表元就会有[误差分配]属性，如果[误

差分配]属性设置为[不参加]，其值保持不变。如果我们希望舍位平衡时保护某些指标，则

可以将这些指标的“自动舍位”属性设置为“否”。一般情况下设为“自动”。 

2.3 逻辑型表元属性 

逻辑型表元仅需要设定数据显示格式，表示文法如下：真显示内容|假显示内容。其返

回值虽然只有 TRUE 和 FALSE 两种，但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报表需要，选择显示值，包括：

是、否，真、假，正确、错误，√、×以及 YES、NO。 

在“逻辑型显示格式”栏中的选项有 5 种，设计者可以根据需要在这 5 种中任选其一。

另外，用户还可以自定义逻辑型（数据）的显示格式，定义格式为：“为真时的串/为假时

的串”。 

逻辑型表元输入方式：下拉框输入、多选框输入、单选框输入。具体可参考下面的内

容。 

2.4 字符型表元属性 

字符型数据长度不能超过 255，若要规范表元的输入内容，可以采取两种方式： 

2.4.1 枚举列表输入 

通过选择事先编辑好的选项来输入表元内容。如职称，就可以事先编辑好可能要用到

的全部职称项目：教授、副教授、工程师等，在运行系统中用户只需在侯选项中进行选择

即可完成该表元内容的输入。 

1) 允许键盘输入：如果选择“是”，则用户录入时既可以选择，也可以用键盘输入，

且输入的内容可以是枚举列表中没有列出的；反之，则只能选择列表中的子项。 

2) 枚举列表：用来编辑枚举项中罗列出的内容。 

A． 点击“枚举列表”右边的 钮，系统会弹出一个编辑框，此时就可以开始编辑枚

举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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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光标停在编辑框内，用键盘依次键入所提供的选项，每一选项必须自成一行，

输完一项后回车再输入另一项； 

C．选项输入完后，按 可结束编辑。 

2.4.2 使用代码 

利用在报表任务中事先定义好的代码来输入表元内容，使用代码输入的表元叫代码表

元。 

一旦定义了表元属性中的“使用代码”为“是”，则点击 ，下面的七项被击活： 

 

图 3-4 

•代码组名：从下拉框中选择任务中定义的代码组，定义方法见第十一章第一节。 

•代码文字序号：若选用的代码包含辅文字串，该选项用来设置表元显示的文字是主文字

串还是辅文字串。 

•代码显示格式：显示格式是指代码表元在运行系统中的显示格式。设计系统中支持的代

码表元的显示格式有 6 种，直接点击欲设的显示格式即可。 

例如：在图 3-4 中的代码组名为“地区”，如果代码显示格式为“文字”，则在表元中显示

的就是“北京市密云县”、“武汉市蔡甸区”等。 

•仅选择叶子节点：若使用的代码为多级结构，则只允许用户选择最低一级代码。如图 3-5

所示，用户输入时只能选择县（市），不能选省级的代码： 

•允许录入不是代码组中代码的值：选择“是”，允许录入不是代码组中代码的值；选择“否”，

不允许录入不是代码组中的值。 

•是否允许手动输入：选择“是”，允许手动输入值；选择“否”，不允许手动输入值。 

•下拉框宽度：用于设置代码组下拉宽度的值。 

图 3-5 

注意：“枚举列表输入”和“使用代码”两种方式可以任选其一，但不能同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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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输入方式 

逻辑型表元和设置了使用代码的字符型表元，则可以设置代码的输入方式：下拉框输

入、多选框输入、单选框输入。 

 

图 3-6 

•下拉框输入：即在下拉框中选择输入。 

•多选框输入：即表元中将显示多选框，可选择多个选项输入。 

•单选框输入：即表元中将显示单选框，只可选择一个选项输入。 

•按钮布局：即采用多选框输入或单选框输入后，按钮在表元中的排列方式。按键布局用

字符串表示，如 2，1，3表示共计 3行，第一行为 2列，第二行为 1列，第三行为 3列；

默认空表示只有一列。如果不指定按钮排列，则应该按照表元的居中居左居右和横排竖排

自动排列。 

2.5 日期型表元属性 

日期型表元可以选择日期型数据的显示格式。设计系统中支持的日期显示格式有

YYYY 年 MM 月 DD 日、MM 月 DD 日等 7 种显示格式，设计者可以根据需要在这 7 种中

任选其一。 

2.6 OLE 文档型表元属性 

OLE文档型表元中可以链接其他类型的文档，如 WORD、EXCEL、图片、声音文件等。在

设计系统中设定某一表元为 OLE文档型后，在运行系统中就可直接链接选定其他文档，并

在表元中显示出该文档的内容。具体请参见运行系统相关内容。 

注：设计系统中允许用户任意更改表元数据类型，即使任务已在运行系统中使用过。

更改表元数据类型后引起报表结构变化，可在运行系统中通过任务升级来完成报表数据的

迁移。在设计系统中单纯地更改整型或浮点型表元的数据长度不会引起报表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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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同类型的报表 

在增加报表对话框中，共有 7 种报表类型：基本表、变长表、固定分析表、浮动析表、

清单列表、横向列表、视图表。其中基本表和变长表是供用户录入数据的；浮动析表、清

单列表、横向列表的报表数据来源于用户定义的指标或公式，是由系统生成的分析报表；

视图表是为了方便打印而设计的一类特殊报表。这 5 类报表在设计系统中设计好表样及统

计分析或查询的口径，运行系统中就能直接提取报表数据了。 

在报表任务窗口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简单分类”，系统将任务中的所有报表分为两

类：数据表和分析表。数据表包括信息表、基本表和变长表，其他为分析表。 

1 基本表 

1.1 基本长表的特点 

基本表是指行列固定的数据报表。从数据库的角度理解，一张基本表对应数据库中的

一条记录。下图就是基本表的例子： 

 

图 4-1 

通过基本表属性，我们可以了解基本表的特点。在报表中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属性”，弹出“报表属性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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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报表代号、简称和详细名称是运行系统中报表标签上显示的内容，代号是必须有的，

运行系统中根据报表代号产生该表对应数据库表名。 

在设置中可设置是否需要舍位平衡和本表是否参与数据汇总。 

配色方案是在设计系统中对不同类型表元设置不同的显示颜色， 对话框如下所示，将

配色方案设置为“自定义”，再双击“样本显示”中的固定表元或数据表元，即可设置颜色。 

 

图 4-3 

本表的配色方案设置完成后，可以应用到任务中的全部报表。 

计量表头设置是设置舍位平衡时，用设定的表头来替换哪个表头。 

任务注册后报表代号是无法修改的，简称和详细名称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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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长表 

2.1 变长表的基本特点 

从表样上看，变长表是列数固定，行数变化的报表，在设计系统中变长表只含一行变

量表元，含变量表元的行叫做变量表元行。到了运行系统中，用户录入数据可以使变量表

元行数增加或减少，纵向上的指标保持不变。从数据库的角度理解，变长表中的一行对应

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一张变长表有多少行数据，就对应了多少条记录。它作为一种标准

的行列表区别于每一页才为一条记录的普通报表，这是变长表与基本表的根本差别所在。 

变量表元行中的任一表元，不能为固定表元、备注表元等；除变量表元行外的任何地

方，不能含变量表元。变长表每页显示（打印）多少行数据是可以通过报表属性设置的。 

下图所示是一张在运行系统中产生数据的变长表。 

 

图 4-4 

这张表的特点是，每个填报单位录入的记录行数是不同，而汇总单位在汇总数据时希

望汇总表中列出所有下级单位填写的内容。固定行列的表是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的。 

新建变长表时，系统默认的变长表表样为 3 行 10 列，第一行中的表元默认为固定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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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输入指标项目，第二行默认为数据行，第三行默认为合计行，表元默认为固定表元。 

如果第一行的指标项目行，行数不够，可以增加。但是，在新建变长表时，数据行只

能是一行（在运行系统中录入数据时可增加到多行）。 

2.2 设置变长表的合计行 

变长表还有一个重要属性是合计行，该行的数据是对所有数值列数据累加得到的。 

在新建变长表时，合计行中的表元只能是固定表元，不能包括其他变量表元，同时在

合计行中，不需要定义任何合计公式，系统会自动产生合计数据。 

如果要禁止对某几列进行合计，则可以在对应列的表元中输入文字或特定符号（如

“-”），该列将不被合计。 

在新建变长表时，系统默认变长表的合计在报表的最后一行。也可以设置任意一行固

定表元行为合计行，设置方法为，选中固定行中的任一固定表元，点击右键，选择右键菜

单中的“设置为合计行”；如果要取消的合计行，同样地点击右键，选择菜单“取消合计行”

即可。 

2.3 变长表的汇总方式 

与基本表不同的是变长表除了基本属性外还有其特殊属性需要设置，在报表空白区域

单击右键选择菜单【属性】，将弹出的“报表属性”对话框切换中到“变长表”，如下所示： 

 

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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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表只有一种汇总方式，就是将所有数据累加；而变长表可以选择多种汇总方式方

式，在变长表的报表属性中点击“变长表”，可以选择多种汇总方式。用户选定了某种变长

表汇总方式后，列表框下的文本框将解释该方式的汇总效果。 

•汇总方式： 

1) 所有数据行合计：数据汇总后系统将各下级单位的的各张变长表中的数据累加，

并以一个单位一行的形式出现在汇总表中； 

2) 列出所有数据行：系统将所有下级单位的变长表中的数据行全部罗列到汇总表中。 

3) 列出直接下级合计行：仅将直接下级单位的数据合计值罗列到汇总表中。 

4) 按顶级子代码汇总：将各下级单位的数据根据代码中的顶级代码汇总，以此方式

汇总时必须设置代码表元。 

5) 按整个代码汇总：将各下级单位的数据根据代码中不同代码累加到一起，以此方

式汇总时必须设置代码表元；如果设置的“自动多级合计”，则汇总后可产生多级

合计数据。 

•多级合计：如果变长表在使用了多级代码，汇总方式选择的是按代码汇总，则可设置代

码表元中是否自动产生多给合计行。 

•自定义关键字：在变长表中定义累计值公式时应先设定关键字表元，系统根据关键字表

元来唯一区分变长表中的每一条记录。 

•显示：设置变长表中每一行的高度。 

在变长表中定义运算公式同在一般报表中定义运算公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操作的

步骤上也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变长表中的变量表元只有一行，因此在变长

表中不存在成批定义公式，也不允许引用外表表元。 

2.4 设置手工增删变长表数据行 

打开“报表属性”对话框，切换到“变长表”，点击 ，弹出“高级”对话

框。如果勾选“允许手工增删变长表数据行”，在填报的过程中可以手工增删变长表数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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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图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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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表 

分析表是用来显示统计分析结果的；其结果来源于对基本表的数据进行分析，其报表

属性与基本表相似。但分析表的数据不保存在数据库中，而是每次刷新时由系统即时生成。

这样即减少了系统冗余，也把用户从大量报表数据的管理中解脱出来。 

分析表包括固定分析表、浮动分析表、清单列表、横向列表和视图表五类。用户可以

根据其各自的特点选择需要的分析表： 

固定分析表与浮动分析表的数据是基本表数据经过各种运算得到的；而清单列表只是

将基本数据筛选后罗列出来，不进行计算。 

每张固定分析表和浮动分析表在定义时都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的分析区；清单列表和横

向列表不需要。 

固定分析表是行列数固定的分析报表，而浮动分析表行数不是固定的，其行数或列数

可根据设置自动变化。 

浮动分析表，是某些行或者列能够”浮动”的分析表。它是在固定分析表的基础上，对

一个或者多个条件定义浮动方式，将一个条件按照某种规则衍生成多个有规律的条件，从

而变成固定分析表来产生数据。 

从表样上看，浮动分析表既可以上下浮动，也可以左右浮动，即其表样中不固定的可

以是行，也可以是列，而清单列表与变长表一样，列数必须固定。 

清单列表在运行系统和设计系统中都可以定义，固定分析表、浮动分析表和横向列表

只能在设计系统中定义。 

视图表是一种只从单户取数的分析表。一个视图表可以从多个基本表中取数，也可以

包含多个变长表。视图表的主要用途是可以将一个用户分散在多张报表中的数据集中在一

张报表中比较分析，方便打印输出。和其他的分析表不一样，视图表的数据会随着当前报

表户的变化而不同，因为它总是实时地从当前用户的一套报表中取值分析的；而其他类别

的分析表都是对下级单位数据的统计分析，不管当前报表户是哪一户，分析数据总是根据

分析表中设定的条件统计产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浮动分析表的用途。使用浮动分析表能够减少用户的重复劳动，一

旦定义下来，不同的用户使用，看到的分析结果是根据使用者的数据状况得到的。比如某

一单位在设计系统中定义了某一指标的浮动分析表后，上级汇总单位使用时浮动的结果是

他自己的下级；下发给各下级后，浮动结果为下级的下级。 

分析表定义方法请参见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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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编辑报表的表头表尾 

报表的表头表尾对于整个报表而言，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表头表尾文字项（即在表

头、表尾插入的文字串），用来设计报表标题、报表填写、金额单位、报表日期等内容；通

过表头表尾图象（即在表头表尾插入的固定图象），用户可以将本单位的徽标等插入到表头

或表尾；另外，还可以通过在表头表尾中画横竖线或添加变量表元使报表的内容更加生动、

丰富。本章中将具体介绍如何实现设计系统所提供的“表头表尾”功能。 

表头表尾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差别，只是根据它们在整张表页中所处的位置区分为表

头或表尾。 

1 表头（表尾）文字串 

1.1 一般表头表尾文字 

表头表尾文字项类似 Word 中的文本框，是指在表头、表尾位置插入的文字串，一般

用来设计报表标题、报表填写说明等，如下图所示： 

 

图 5-1 

在报表的表头表尾添加文字串的方法为： 

点击菜单项【插入｜表头表尾-文本】，然后将光标移至表头或表尾（报表中表格框架

以外的区域），光标会变成一个“ ”的形状，按住鼠标左键，在表头表尾位置上想要插

入文本的地方拖拉出一个放置文本的区域，该区域会立刻变成一个输入框，此时，便可直

接用键盘输入文字。 

 

图 5-2 

要改变表头文本的字体、颜色，可以用工具栏上的字体按钮，也可以用鼠标双击表头

文本的边框，在表元属性中设置，弹出的对话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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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1.2 表头表尾宏 

1.2.1 设计系统中独有的表示法 

表头表尾中除了输入固定的文字串，也可以使用宏，这样，表头表尾就可以根据用户

录入的内容而显示相应的信息，如显示单位名称、填表时间等。并且，这些信息可以出现

在该任务中的任意报表（包括统计分析表）的表头表尾。这样既保证了这些信息在各个报

表中的一致性，又避免了数据的重复录入。 

表头表尾宏与输入一般文字串的方法一样，只是输入的内容是下列规定的方式： 

填报单位        %name%     %mc% 

报表户代码      %ID%       %dm% 

年              %Year%      %t1% 

月              %Month%    %t2% 

日              %DAY%     %t3% 

季       %JiDu%   %t2% 

为了照顾用户习惯，每个宏都有多种写法，用户可以根据使用习惯进行选择。 

这里的 t1，t2，t3 的含义与函数 T(1)、T(2)、T(3)相类似,其具体用法可参照帮助菜单

下的函数清单中的 T(Num)函数。注意：只有在返回值一样的情况下%month%

和%t2%，%day%和 %t3%才可以分别互换。例如：对于季报，t2 返回的是季度，因此， %t2%

是不可以用%month%替换的，否则无返回值；这时%t2%可以换成%jidu%。 

year、month（或 t1、t2）用大写，运行系统中显示汉字年、月，否则显示阿拉伯数字。

例如：对于日报表，如果报表期为 2006 年 3 月 26 日，表头宏写成“%t1%年%t2%月%t3%

日”或“%year%年%month%月%day%日，则显示为“2006 年 3 月 26 日”； 表头宏如写成

“%T1%年%T2%月%T3%日”或“%YEAR%年%MONTH%月%DAY%日”，则显示为“二

○○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其它宏中大小写无区别。  

另外，%ABBQ%用在表头中可以提取分析表报表期的起止期。例如：如果分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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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2、3 月份的报表，则显示为“2005 年 01 月到 2005 年 03 月”。 

对于旬报和五日报，T3 可以自动识别。旬报显示为上、中或下，五日报则显示为 1 日

-5 日，……20 日-25 日或 26 日-月末。 

1.2.2 引用信息表中的表元内容 

如果信息表中包含了要引用的内容，如填表人等信息，其它表页中的表头表尾也可引

用，引用格式为：“%表元名%”。 

如：要在报表任务的 B2 的表头中引用信息表中的 A1 表元设置的“复核”一栏的内容，

则只需在 B2 的表头中要引用该关键字的地方输入“%A1%”即可，这样，在运行系统中，

系统就会自动将信息表中填入的“复核”的内容引用到 B2 表头表尾的指定位置。 

注：1、表头表尾文本中不能定义公式，也不能参与运算，同时系统也不会将相应信息

保存到底层数据库。 

2、表头表尾宏中不能直接输入表达式,那样表达式会不起作用,在运行系统中显示的只

是表达式本身。若一定要用到表达式，可先将表达式定义成计算指标。例如：要在表头中

显示当天日期，可先定义计算指标 Y，M，D。其中 Y 定义为 year(today()),M 定义为

month(today()),D 定义为 day(today()),表头宏写成%Y%年%M%月%D%日即可。 

1.3 表头表尾位置  

要移动或者放大表头表尾文本，可以用鼠标点击图 5-2 中的文本框边框，使光标变成

十字箭头状，然后用鼠标直接拖边框可以移动表头表尾文本，用鼠标拖边框中的小方块可

以放大缩小表头表尾文本。 

在工具栏上的 可以用来设置表头表尾的对齐方式。设置了对齐方式后，

在运行系统中表头表尾会随着单元格的缩放而移动，但始终保持与表框的左对齐、居中或

右对齐等相对位置。 

注：如果设计系统中没有定位好表头表尾的位置，运行系统中也可以调整。 

2 表头表尾图象 

通过在表头表尾插入的固定图象，用户可以将本单位的徽标以及其它认为有意义的图

象插入到表头或表尾中，从而使一个报表显得更加生动。 

1. 菜单中点击【插入｜表头表尾-图形】， 

然后将光标移至表头表尾，光标会变成一个“ ”的形状；按住鼠标左键，在表头表

尾中想要插入图象的地方拖拉出一个放置图象的区域，随后，系统会立刻弹出“图象表头

设置”的对话框，在对话框中，提供了 3 种图象来源：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47- 

 

图 5-4 

点击“来自文件”钮，系统会弹出打开图象的搜索框： 

 

图 5-5 

在该搜索框中输入指定图象的路径并选定该图象文件，图象的文件名会自动出现在搜

索框下方的“文件名”中。在“文件名”下方的“文件类型”中系统默认为所有图象文件，

在搜索图象时也可根据需要另设“文件类型”。选定图象后，在搜索框右边的“预览”框中

会出现图象全貌的预览效果，此时按打开框下方的“打开”钮，该图象则以其原比例出现

在“图象表头设置”的对话框中。点击图 5-4 右边的“确定”钮，该图象则出现在表头表

尾中光标事先拖出的区域里了。图象以其全貌出现在表头表尾的插入区域中，大小由光标

事先拖出的区域决定。 

图形插入到表头后，如果要删除，可在选取此图形后，按键盘上的“Delete”键即可

删除。 

注：表头表尾图象可能会使整个任务文件变大，在选择图形格式时用户应考虑到其大

小对文件的影响。 

3 改变表头留空大小 

改变表头留空大小是设计报表表头时经常要用到的一项操作，例如：图 5-6 是原有的

表头留空；而图 5-7 所示就是被缩小后的表头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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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图 5-7 

由于表头表尾的空间大小是与报表框架的位置直接相关的，因此，改变表头的空间大

小，主要是通过调整报表框架的左边线和上边线来实现的。 

1）．报表的左边线是指列号 A 的左边线，调整这条边线的方法为：将光标停留在该边

线上，待光标变成双面箭头的调整状态时，通过左右拖动光标来增大或缩小表头的左区域。 

2）．报表的上边线是指行号 1 的上边线，调整这条边线的方法为：将光标停留在该边

线上，待光标变成双面箭头的调整状态时，通过上下拖动光标来增大或缩小表头区域。 

注：在设计系统中通过移动报表框架来改变表头区域时，存在两种情况： 

1. 仅移动报表框架，表头表尾内容并不随报表框架一起移动。此时的操作为——按住
Shift键，同时拖动报表框架的左边线和上边线。 

2. 将表头表尾内容和报表框架一起移动。此时的操作为——直接拖动报表框架的 左
边线和上边线。 

4 表头表尾对象的排列和叠放次序 

在设计系统中，对于表头表尾对象，还提供了设置其排列方式和叠放次序的功能。值

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排列方式（即对齐方式）和叠放次序，都是相对于多个表头表尾对象

而言的。 

4.1 表头表尾的对象排列 

表头表尾的对象排列，即表头表尾对象的对齐方式，这里，系统提供了两类六种对齐

方式，分别是：垂直方向的左对齐、右对齐和中线对齐；水平方向的上对齐、下对齐和中

线对齐。另外，水平对齐和垂直对齐都提供了保持系统默认状态的“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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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表头表尾项对齐方式的步骤为： 

1). 选定要设置其对齐方式的若干表头项，方法为：用光标在报表表头拖拉出一个矩

形区域，该矩形区域要将需要设置对齐方式的表头项全部包含在内； 

2). 选择菜单【格式｜对象排列】，或者在鼠标右键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对象排列】，

系统会弹出设置表头项对齐方式的对话框（如图 5-8 所示），在该对话框中设置选定表头

项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对齐方式，最后按“确定”钮，选定表头项就会按照设置的对

齐方式重新排列。 

 

图 5-8 

4.2 表头表尾对象的叠放次序 

表头表尾对象的叠放次序，实际上就是多个表头表尾项之间谁覆盖谁的问题，因此，

对于选定的表头项而言，有两种叠放次序：移到底层和移到顶层。 

设置表头表尾项叠放次序的步骤为： 

1). 选定要设置其叠放次序的表头项；（注意：“叠放次序”虽然是相对于多个表头项

而言的，但是对叠放次序的具体设置却是针对某一个表头项进行的。） 

2). 在鼠标右键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叠放次序】中的“移到底层”或“移到顶层”，选

定的表头项即会按照设置重新叠放。（注：这里的“移到底层”是指选定表头项在下，而相

重叠的其他表头项在上；“移到顶层”是指选定表头项在上，而相重叠的其他表头项在下。） 

5 表头表尾数据项 

在设计系统中，表头表尾数据项也称为表头表尾变量表元，是表头表尾项的一种。表

头表尾-数据项和表体中的变量表元完全一样，可以设置数据类型，也可以定义公式，常用

来保存那些无需显示在报表上的数据项，主要用在复杂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处理报表中存储

一些计算的中间结果。 

点击菜单项【插入｜表头表尾数据项】，将光标定位在想要输入数据项的地方后，点击

鼠标，系统会在相应位置生成表头表尾数据项。  

在填写数据项表头表尾时，如果定义有公式该表头会自动计算，否则要手工输入，输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50- 

入的方式与该表头的数据类型相关。表头表尾数据项的表元属性设置与表体中的变量表元

完全一样，用户可以参考第三章定义表元属性。 

“表头表尾-文本”与“表头表尾-数据项”的区别：%%之间的信息引用只能来自于信

息表，如果我们需要的数据不是来自信息表变量表元，或者需要的数据其他任何表元都没

有，就得使用“表头表尾-数据项”工具了。与表头表尾-文本比较起来，表头表尾-数据项

是要花费额外的存储开销的。基于“表头表尾文本”系统开销小，速度快的优点，我们强

烈推荐用户在表头表尾设计中尽可能多的使用“表头表尾-文本”工具。 

注：表头表尾横竖线和表头表尾图象只是起美化报表的作用，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想

象合理的使用表头表尾横竖线和表头表尾图象设计出赏心悦目的报表。

第六章 运算公式与审核公式 

1 如何定义表元的运算公式 

1.1 一般定义方法 

在运行系统或设计系统中，我们看到用斜线底纹标识的表元就是计算表元。表元定义

了运算公式表明该表元的值是由其它一个或多个表元通过一系列运算得到，无须用户输入。 

选中要定义公式的表元，单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或按“=”键，系统弹出公式定义向

导窗口： 

 

图 6-1 

除了特有的函数外，设计系统中函数的语法规则与 Excel 完全一致。将光标停留在对

话框上方输入公式的方框中，直接用键盘输入选定表元公式。我们也可以仅仅使用鼠标单

击工具栏上的运算符按钮以及拾取表元来完成公式的定义。 

“表元拾取”是在设计系统中定义公式时十分常用、有效的手段，通过表元拾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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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输入表元名，只需简单地点击一下鼠标即可，这对定义表间公式尤其有用。表元拾取

的方法为：单击你想要的表元，相应的表元名便会出现在公式编辑框中。如果要拾取外表

表元，则先切换到指定报表，然后再点击想要的表元。 

运算公式可分为表内运算和表间运算，其定义方法是一样的。表内运算即是本表内的

各个指标之间的相互运算；表间运算即本表内的指标与其他报表中的指标间的运算，表间

运算涉及到其他报表的指标时，在公式中表示指标时应在表元名称前加上报表代号，如取

B0 表的 C3 表元，则表示为 B0->C3。 

单击 按钮，可以看到对话框右下方是对左边选定的公式的解释说明以及用法

示例。设计系统中特有的函数一般在“其他函数”中。 

“&”、“|”、“！”分别表示逻辑运算中的与、或、非，其运算结果返回值为逻辑型。 

“^”对字符串操作，用来将其左右的两个字符串连接成一个。 

“##”用来标志日期型字符串。 

“@-1”表示取上一个报表期的数据，对月报而言是上月，若在旬报中，则系统自动

取上旬。如果月报分析表中要取上年同期的数据，用“@-12”表示。如果所引用的报表期

不存在，则公式所得的值是空值，此时用户可以手工输入数据。 

双击计算表元，可以对其运算公式进行查看或编辑。 

选中计算表元，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快速清除该表元中的运算公式。表元

公式被清除后，该表元即被恢复为变量表元。 

1.2 成批定义公式 

1.2.1 操作方法 

在实际使用中往往会发现同一行或同一列中公式具有相同特征，比如会统月报的“待

征税金变动情况月报表”中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即 F 列每一行

表元值都等于其对应行的 C 列+D 列-E 列，如下图所示： 

 

图 6-2 

这种情况下可以对 F 列中的表元成批定义公式，写成 F$=C$+D$-E$。定义完后，系统

会自动对“$”进行替换，表元块 F 列的实际公式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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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C3+D3-E3; F4=C4+D4-E4; F5=C5+D5-E5; F6=C6+D6-E6 …… 

“成批定义公式”在方法和步骤上同定义单个表元公式完全一样，并且也支持表元拾

取。 

1.2.2 定义规则 

在成批定义公式时必须遵循设计系统中的一些约定：  

1、成批定义公式的对象只能是单行、单列范围内的多个表元，即该表元块要么是某一

整行（或某一整列）表元，要么是某行（或某列）的部分表元。因为，对包含多行或多列

的表元块成批定义公式，是不可能实现，也是没有意义的。 

2、成批定义公式中，参与运算的表元块只能是将被定义公式的表元块平移得到的表元

块（且不能是与被定义表元块同行或同列的表元块），因此：被定义公式的表元块与参与运

算的表元块在表元结构上必须相似，即： 

当对行块表元定义公式时，参与运算的表元块只能是将该表元块平移到其它行中得到

的同结构的行块表元； 

当对列块表元定义公式时，参与运算的表元块只能是将该表元块平移到其它列中得到

的同结构的列块表元。 

当对列块表元定义公式时，如果参与运算的表元块与原表元块是水平对应的，则只需

输入该表元块所在列的列号即可；如果参与运算的表元块是原表元块上移 X 格后平移到它

列的，则需在该列号的“$”后用减号“-”（$-X）加以说明；如果参与运算的表元块是原

表元块下移 X 格后平移到它列的，则需在该列的“$”后用加号“+”（$+X）加以说明。 

如果选中多个表元查看其公式，而这些表元的公式恰好是同一形式时，系统进行反推

后用$代表这一形式中的变量。 

1.3 跨任务取数公式 

任务中的运行公式有表内公式，也有报表与报表间的表间计算公式。但有时候，不同

任务之间的数据也可能具有某种关系，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定义跨任务取数公式。在定

义跨任务取数前必须告诉系统该任务将从哪一个任务中取得数据。 

在设计系统可以直接定义跨任务取数公式，具体操作：点击菜单项【定义｜关联任务】，

系统弹出对话框显示关联任务列表，点击新增按钮，则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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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从活动任务列表中选择要定义关联的任务。注意：这里要定义的关联任务只能是活动

任务。选中后，系统自动显示该任务的 Guid，用户不能修改。 

由于任务名称与标题一般用汉字表示，为了方便跨任务公式中定义关联任务的任务名，

这里需要手工输入一个任务代号。建议使用容易理解的英文字符表示，以使公式简洁。 

 

图 6-4 

点击“确定”，则该关联关系出现在列表中。 

另外，定义关联任务也可以在运行系统中定义，具体操作：在运行系统中点击菜单项

【编辑｜关联任务】，后几步的定义同上。 

关联任务定义后，选中要定义公式的表元，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点击右键弹

出菜单中的“跨任务取数”子项，系统弹出对话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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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对话框上部分列出的是所有定义过与该任务关联的任务信息，下面显示出选中表元的

详细名称（如果没有详细名称则显示表元字段名）。选中要取数的任务，点击 按

钮，系统自动打开该任务，并给出如下对话框供用户定义取数公式： 

 

图 6-6 

选中某个表元，然后在打开的任务中点击相应表元，系统即自动定义跨任务取数公式。 

如果需要成批定义公式，先选中起始表元，按住 Shift键，再拖动鼠标选中多个表元，

则系统自动按照先行后列顺序为多个表元定义取数公式。 

定义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系统关闭关联任务，回到原来的任务，此时跨任务取

数公式定义完毕。 

跨任务取数公式解析：TC("ryth:B1:c3"，""，"")：TC 是函数名称，包括三部分内容。

第一个引号中的内容分别表示关联任务别名，报表名和表元字段名，中间用冒号分隔。第

二部分是对应的报表期，即跨任务公式可以指定报表期取数，为空表示当前期。当旬报从

月报中取数时，由于旬报报表期包括年、月、旬三段，而月报只有年和月，所以报表期定

义取前面两段 t(1)^t(2)。第三部分用来指定对应的报表户代码，为空表示与当前报表户代

码相同。 

1.4 增删行列与公式调整 

对于已经定义好运算、审核公式的报表，如果增删的行列定义过公式，增删后会导致

原有公式不正确。设计系统可以根据增删情况自动调整公式内容，同时也允许用户设置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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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行列时是否需要调整，点击【任务｜任务属性 / 其他设置】即可进行设置。 

需要注意的问题： 

1、如果选择不调整公式，则分析表中取数指标也不会调整！ 

2、修改报表式样只能通过增加需要的、删除不需要的行列进行，直接修改固定表元

文字不仅导致审核、运算公式不正确，进行关系任务导数据时也会造成数据对应错误。如

把图 6-7 所示的表样改为图 6-8 的形式，需要的操作是删除第 48 行，再添加两行，并对

审核公式“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央=0”进行调整。 

 

图 6-7 

 

图 6-8 

3、如果在 sum 公式的范围内增加了某一项的子项，则必须对公式进行手工调整。如

把图 6-9 所示报表调整为如下形式： 

 

图 6-9 

4、如要删除的行列中定义了单行、单列公式，如删除“车辆购置税”一行，发现审核

中定义了车购税必须等于 0 的公式，则需要将该审核公式也删除。 

5、对于公式 sum($5:$22)，如果删除行$22，自动调整和不调整的结果都是 sum($5:$22)。 

1.5 计算条件 

计算公式定义后，一般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起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表元中定义的公

式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计算，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表元的值要手工输入，某些情况下表元

的值通过公式计算得到，这时可以给表元中的计算公式再定义计算条件，使公式根据条件

起作用。 

定义计算条件的方法如下： 

先定义表元的计算公式，再点击主菜单【定义｜公式 / 计算条件】，系统弹出如下对

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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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在“公式定义向导”对话框中输入计算条件的表达式即可。 

例如：在某一月报任务中，C3 表元的值在一个年度内都相等，都等于年初一月份的值，

则可以定义计算公式：C3=@-1C3。由于定义有公式，表元中的值不能手工输入，但在一

月份必须要输入年初值，则可以定义计算条件：T(2)<>”01”，即在一月份的时候公式不起

作用，表元的值可以手工输入，其他月份从上期取值。 

1.6 公式编辑器 

公式编辑器是系统提供的以文本的方式编辑运算公式的工具。 

1、增加公式 

如果要给表元定义公式，可以在报表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右键菜单中的“公式编辑

器”，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6-11 

在此对话框中即可编辑表元的公式，每一行为一个表元的公式，公式的格式为：表元

名＝公式表达式。例如：C3=D3+E3。 

2、修改公式 

如果表元已定义公式，也可以在公式编辑器中修改。选中要修改公式的表元（可同时

选择多个），再点击右键，选择右键菜单中的“公式编辑器”，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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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对话框中列出了所选表元的公式，修改时，可直接在公式编辑器中修改。 

3、导出公式 

计算公式可以成批导出。通过导出公式，可将本任务中的公式运行到其他类似任务中

的公式。例如上级机关修改了运算公式，如果要下级的公式也相应修改，保持与上级一致，

上级可将公式导出后发送给下级，下级再将公式导入。 

在图 6-12 所示的对话框中，点击对话框中的菜单“文件｜导出公式”，可将公式导出，

以文本文件方式保存。 

4、导入公式 

与“导出公式”相对应，运算公式也可以从文本文件导入到任务中。在图 6-12 所示

的对话框中，点击对话框中的菜单“文件｜导入公式”，选择了保存公式的文本文件后，可

将公式导入到任务中。 

5、清除公式 

报表中的公式如果要全部清除，在公式比较多时，会比较麻烦，这时可通过公式编辑

器来快速地清除公式。 

在报表中选择要清除公式的表元后，点击右键，选择“公式编辑器”子菜单，在出现

的图 6-12 所示的对话框中，点击对话框中的菜单“文件｜清除公式”，可一次性地将公式

清除。清除公式后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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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在关闭上图对话框中，系统提示“公式已经被修改，确实要保存吗？”，点击“是”，

则公式将被清除。 

注：清除公式时，不要直接在图 6-12 中删除对话框中的文本，这样是不能清除公式

的。 

2 定义报表审核公式 

一般说来，用户填写一张报表，并不能完全保证输入数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必

须对用户的输入进行检查，这种检查就叫做审核。设计系统的审核是通过对审核公式的判

断来实现的。审核公式其实就是逻辑型的设计系统表达式。 

设计系统审核项是由审核类型、审核公式、提示信息组成的。其中，审核类型分合理

性审核和逻辑性审核；审核公式是用来检查报表输入数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逻辑表达式；

提示信息为审核公式求值结果为“假”时的显示给用户的提示信息。 

在判断某表元的数据是否合法时可能还要取决于任务内的其他表页中的数据，如某张

表内的指标与任务中另外一张报表中的指标有勾稽关系，这就要用到表间审核。表间审核

和表内审核的公式规则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在定义表间审核公式时使用了任务内的外表表

元，即在表元名称前加上报表代号，如 B0 表的 C3 表元，则应写为 B0->C3。 

2.1 如何定义报表审核公式 

在当前报表的主窗口下，选择菜单中的【定义｜报表审核定义】，系统会弹出“报表审

核定义”的对话框： 

 

图 6-14 

上图显示的是已经定义了审核公式的界面，用户可以参照该定义方式自行定义。具体

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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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该对话框上方的“增加”钮，系统弹出“审核定义”的对话框： 

 

图 6-15 

在该对话框中，依次输入“审核公式”、“提示信息”，并选择“审核类型”（即“逻辑

性审核”或“合理性审核”），最后按“确定”钮，就完成了一条审核公式的输入。 

在定义表间审核公式时，要其他表的表元前面加上报表代号，如 K08->D3，表示 K08

即“减免税金明细月报表”的 D3 表元。 

点击审核公式空白框右边的 按钮，系统弹出如图 6-16 所示的公式定义向导。 

 

图 6-16 

定义完一条审核公式后，可以再点击对话框上方的“增加”钮定义其他的审核公式，

也可以点击“退出”钮退出报表审核定义。 

在定义基本表与变长表某一指标的合计值的审核关系时，要用到 gethjh 函数，如基本

表 B1 的 C3 表元等于变长表 B2 的 D4 表元的合计，则审核公式为：c3=gethjh("B2->D4")。 

注：审核公式的输入与运算公式的输入一样，既可以用键盘输入表元名，也可以用鼠

标拾取表元，其拾取表元的方法与定义运算公式时拾取表元的方法是一样的。但审核公式

必须是逻辑型的运算公式，即其运算后返回结果必须是逻辑型值。 

2.2 成批定义报表审核公式 

定义审核公式时有种特殊情况，如某一任务中 C 列中的每个指标不小于 G 列中相应行

的指标，即 C 列>=G 列。这种情况下逐个输入审核公式是相当麻烦的，用成批定义审核公

式的方法可以大大的简化报表审核公式的定义。 

 

图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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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成批定义审核公式的方法与定义一般的审核公式相似，只是在输入

审核公式时有分别。 [C3:C21]表示 C 列中的 3 行到 21 行，同样[G3:G21] 表示 G 列中的 3

行到 21 行，这样每一行就一一对应起来了。在运行系统中系统也会自动将其替换成

C3>=G3，C4>=G4……如果其中一行出错，系统显示并定位出错的那一行。 

上面介绍的是如何单行或单列成批定义审核公式，同时系统也支持多行多列地成块定

义。定义方法与单行或单列定义相同。如要定义从 A 列到 D 列、3 行到 10 行这一块区域

的审核，可类似这样定义：[A3:D10]>0 等。 

2.3 审核公式的导出、导入 

设计系统中的审核公式也可以导出成文本文件，也可以将用文本文件编辑的审核公式

导入到系统中。 

点击图 6-14 中的“导出”按钮，系统将所有审核公式导成为一个文本文件，如下图 

6-18。 

 

图 6-18 

在图 6-14 中审核公式前的方框中打勾选中此审核公式，再点击“审核”按钮旁下拉

箭头选择“导出所选择的”，系统会将所选择的审核公式导出。 

点击图 6-14 中的“导入”按钮，系统可将用文本文件编辑的审核公式导入到系统中。 

2.4 变长表审核公式定义 

变长表审核公式的定义方法与基本报表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变长表不仅可以定义普通

的表内审核公式，也可定义各数据行行间的审核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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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9 

行间审核的定义方法如下： 

以下例子中 XXB 为信息表，B0 为基本表，B1，B2 为变长表，定义的是 B1 表的审核

公式。B1，B2 表都有代码表元字段，数据行中使用的代码分别为 110001、110002，并且

数据行都是第二行。 

1、单个定义 

A. 表内审核 

如：B1 表中，代码为 110001 的 E 列的值要大于代码为 110002 的 E 列的值，可以定

义为：TC(“:110001@B1:E2”，””，””)>TC(“:110002@B1:E2”，””，””)，可以简写成：{110001，

E2}>{110002，E2}，或进一步简写成：{110001，E2}>{110002 }。 (后面一个简写公式的

表元省略后表示和前面的一样) 

如要表示 B1 表中代码为 110003 的 I 列的值与代码为 110004 的 J 列的值的差额的绝对

值不大于 5 可以表示为：abs({110003，I2}-{110004，J2})<=5。 

B. 表间审核 

如：B1 表中，代码为 110001 的 E 列的值要大于 B2 表中代码为 110002 的 E 列的值，

可以定义为：TC(“:110001@B1:E2”，””，””)>TC(“:110002@B2:E2”，””，””)，可以简写成：

{110001，E2}>{110002，B2->E2}。 

2、成批定义 . 

A、表内审核 

如：B1 表中，代码为 110001 的 E，F，G，I 列的值要大于代码为 110002 的 E，F，G，

I 列的值，可以定义为：{110001，E2:G2，I2}>{110002，E2:G2，I2}，或者简写成：{110001，

E2:G2，I2}>{110002}。 

如需定义当代码为 110001 的 E，F，G，I 列大于 0 时，代码为 110002 的 E，F，G，I

列必须大于 0，可以定义为：if({110001，E2:G2，I2}>0，{110002}>0，True)。 

B、表间审核与表内审核基本相同，只需在表元名前面带上表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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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简写公式{110001，E2:G2，I2}中，代码后面可以接一个或多个变长表表元或者表

元数组。 

2．简写公式可以当作参数出现在其他公式中。 

3．如果代码后面不接任何表元如{110001}>{110002}表示代码为 110001 的这一行的所

有数值型表元（浮点或整数）大于代码为 110002 的这一行的所有数值型表元。 

关于填写审核公式的注意事项： 

1．批定义时要审核的表元必须是连续的表元块如：[A1:A10]、[A1:D1]、[A1:B2]等。 

2．表元数组维数要相等。如：[A1:A10]>[B1:B11]是不合法的审核公式，因为[A1:A10]

有十个表元，维数是十，而[B1:B11]有十一个表元，维数是十一，故维数不相等。 

3．对于不是线性的表元数组，它的对应顺序是先行后列，如[A1:B2]，它的对应顺序

是：A1、A2、B1、B2。 

4．表元数组的倒序定义也是合法的，即：[A1:A10]和[A10:A1]是相等的。 

5、多行多列成块定义审核公式时各个块所包含的表元行列数据应相互匹配。如：

[A1:D10]>[E1:H11]是不合法的审核公式，因为[A1:D10]是 4 列 10 行，而[E1:H11] 是 4 列

11 行。 

6、多行多列成块定义审核公式时块中可包含固定表元，审核时系统会自动绕过固定表

元。 

7、合理性审核公式的定义方法与逻辑性审核公式的定义方法是一样的。 

2.5 定义代码审核公式 

有些任务要求在任务注册时可以审核注册用户输入的单位代码是否正确或者符合某种

要求，如一任务的单位代码要求必须满足代码长度为 7 位且第一位只能为 0、1、2 的规则。

这种审核不能通过定义普通的审核公式来实现，设计系统提供了特殊的方法。 

单击菜单项【编辑｜任务属性】，切换到“代码审核”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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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 

图中用户代码审核条件为“(len(@id)=7)&(find(left(@id()，1)，"0 1 2")>=0)”。公式中

的@id 代表任务注册用户的代码，len 是求字符串长度的函数。Find 后面的内容用来检查代

码左边第一位是否为 0、1、2。 

设置了这个代码审核公式后，任务注册以及每次增加报表户时系统都会审核其代码的

合法性。若报表户代码没有通过审核，该任务就不能注册。 

注：@ID 仅限于对代码的审核，不能用于其它的审核公式的定义。 

“上级代码审核”与“用户代码审核”定义方式相同。 

3 计算指标的定义和使用 

3.1 如何定义计算指标 

计算指标是一些自定义的公式表达式，计算指标定义后，可以在其他需要用到的地方

多次引用。对于某些公式，如果表达式比较复杂，可将某些部分定义为计算指标，再在公

式表达式中引用，这样可以使公式简洁明了。 

单击菜单项“定义｜计算指标”，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图中已建立了计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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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分组是对计算指标的分类，计算指标可以分组保存，点击“增加分组”，在以下对话框

中输入分组名后，可以新建分组。 

 

图 6-22 

1、定义计算指标 

点击图 6-21 中的“增加指标”按钮，系统将弹出“编辑计算指标”对话框， 

 

图 6-23 

在对话框中输入指标的名称和表达式后，即可新增一计算指标。下图中为已定义的计

算指标。 

 

图 6-24 

2、修改计算指标 

计算指标定义后，如果要重新编辑修改，可在图 6-21 中选择要修改的计算指标后，

再点击“编辑指标”按钮，系统将弹出如图 6-24 所示的对话框，在图中即可修改计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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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名称和表达式的内容。 

3、删除指标 

要删除计算指标，可在图 6-21 中选定要修改的计算指标，再点击“删除指标”按钮，

所选定的计算指标将被删除。 

4、计算指标的导出与导入 

任务中的计算指标定义后，如果其他任务中也需要定义相类似的计算指标，可将本任

务中的计算指标导出，再导入到其他任务中去。 

点击图 6-21 中的“导出”按钮，可将计算指标导出到文本文件中。点击“导入”可

从文件文件中将计算指标导入到任务中。 

3.2 如何使用计算指标 

计算指标定义后，就可以在需要使用的表达式中引用。引用计算指标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在要使用计算指标的表达式中写上：%指标名称%，即可使用计算指标。 

如 在 定 义 计 算 指 标 时 ， 名 称 为 JB 的 计 算 指 标 的 表 达 式 为 ：

if((t(2)="03")|(t(2)="06")|(t(2)="09")|(t(2)="12")，false，true)。在定义审核公式时，这样引用

这个计算指标：(sum(C3:C102)<>0)|((mid(XXB->B5，1，1)="4")&(%JB%))|(right(XXB->B19，

1)="2")。在定义分析区的条件和指标时同样可以使用计算指标。 

4 常用函数 

4.1 常用函数 

1、SUM（NUM1，NUM2，···） 

对一组数据求和；至少必须有一参数。 

例如： 

sum(a1:a5，c1，c4，d1+d5*f2，max(e2:e10)) 

2、ID() 

返回当前报表的报表户代码。该函数在变长表的公式中特别有用，因为变长表的公式

中不能引用其他报表的表元。 

    在非变长报表中，用户可以通过引用信息表中的代码表元来生成公式。 

如： 

ID() 

ID()也可写成 UserID() 

3、Name() 

与 Id 类似，该函数返回当前报表对应的报表户名称。 

例如，假如当前表页为武汉市，则该函数返回"武汉市"。 

如：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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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也可写成 UserName() 

4、LEFT(STR，INT) 

返回一字符串左边 n 个字符组成的子串。 

例如： 

LEFT("ABCDEF"，3)="ABC" 

5、RIGHT(STR，INT) 

返回一字符串右边 n 个字符组成的子串。 

例如： 

RIGHT("ABCDEF"，3)="DEF" 

6、MID((STR，I，N) 

返回串中从 I 开始的 n 个字符的子串。串的基数从 0 开始。 

例如： 

MID("ABCDEF"，2，3)="CDE" 

7、FIND(SUBSTR，STR) 

在串 str 中查找子串 substr，并返回子串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0 代表第一个字符)如果没找到，则返回-1。与 Search 不同，FIND 区分大小写。 

例如： 

FIND("AB"，"AAABBBBB")=2 

FIND("Ab"，"AAABBBBB")=-1 

8、TC（OUTCELL，BBQ，ID） 

跨任务取数函数。 

同 Task_Cell 不同，函数 TC 返回的数据类型直接是数值型。 

该函数是 Task_Cell 的精简形式。 

OutCell：由任务别名、报表名、表元名 3 部分合成。 

BBQ：对应外部任务中的报表期；或写作："@-1"表示取上期的数据。 

ID：外部任务中的报表代码。 

其中 BBQ 和 ID 都可以为空，默认为当前报表所在的值； 

ID 前带*则代表汇总表。如"*23456789"，也可以就是"*"。 

取外任务表元值时，若成功，则返回对应的值；否则返回 NULL。 

TC("YB:B1:C5"，"200211"，"") 

9、AND(BOOL1，BOOL2，···) 

求多个逻辑表达式相与的结果。 

例如： 

AND(a1:a5，b1，b3，TRUE，C1 & C5) 

返回值为逻辑型 True，False。 

10、OR(BOOL1，BOOL2，···) 

求多个逻辑表达式相或的结果。 

例如： 

OR(a1:a5，b1，b3，TRUE，C1 & C5) 

返回值为逻辑型 True，False。 

11、Rank(NUM，CELLS，ORD) 

求出 num 在 Cells 表元数组中的序号。当 Ord 为 0 时，将数组按降序排列； 

当 Ord 为非 0 时，则将数组按升序排列。 

由于 PowerReport 不支持[Cells]的形式，所以如果在 Excel 中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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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A2，[A3:A10，B2:B9]，1) 

在 PowerReport 中则应写为： 

Rank(A2，"A3:A10，B2:B9"，1) 

12、Jsy(str) 

判断月份 str 是否是一个季度的第一月，如果是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jsy 是季首

月的简称；如：jsy(“07”)=True，jsy(t(2))即可判断当前报表期是否是一个季度的第一月。 

13、jdy(str) 

计算月份 str 所属的季度，返回的结果是字符串；如：jdy(“10”)=”4”，即表明 10 月份

属于第 4 季度。 

14、Str(num) 

将数值变成串；如：str(1)=”1”；  

4.2 常用操作符 

1、 & 与操作符，相当于并且，必须满足给定的所有条件。 

2、 | 或操作符，相当于或者，即在多个条件下只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可。 

3、 ！非操作符，相当于相反；例如：！0=1。 

4、@-1 取上期操作符。 

注：系统中函数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考系统菜单“帮助｜函数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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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定义分析表 

在第四章已经阐述了各类分析表的特点以及用途，本章侧重描述生成分析表的过程。

由于设计固定分析表和浮动分析表时对分析区的设置方法基本相同，这里不区分报表类型，

而是从对分析区的操作展开讲述。 

1 分析区原理 

分析区是分析表中最基本的分析单位，由分析区域、指标和条件 3 部分组成。分析区

是通过对应的分析条件和指标交叉作用产生分析结果的。也就是对于选定的指标，从所有

报表户中根据条件进行筛选，将满足条件的报表户数据按照统计方法进行计算，从而得到

分析表数据。 

除了统一的条件限制，每个指标也可以定义自己的指标条件，实现对数据的进一步筛

选： 

 条件 1 条件 2 

指标 1(求和)/指标条件 1 A C 

指标 2（最大值）/指标条件 2 B D 

表元 A 的分析结果是满足条件 1 和指标条件 1 的所有指标 1 的合计； 

表元 B 的分析结果是满足条件 1 和指标条件 2 的所有指标 2 的最大值； 

表元 C 的分析结果是满足条件 2 和指标条件 1 的所有指标 1 的合计； 

表元 D 的分析结果是满足条件 2 和指标条件 2 的所有指标 2 的最大值； 

对于选定的表元块，可以将行作为条件，列作为指标；也可以是行指标列条件。后者

是行条件列指标旋转 90 度得到。图 7-1 是行指标列条件的例子，而图 7-2 是行条件列指

标的例子。 

 

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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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需要说明的是，分析区内的数据全部由计算产生，不允许用户录入和修改，但分析表

中分析区以外的区域可以录入数据。 

分析区内必须是数值型表元，但为了排版需要，可以包含固定表元。 

注：1、同一个（或多个）表元，如果既定义了公式又包含在某个分析区内，则系统只

对公式进行计算，即分析区内对该表元定义的分析指标、条件无效。 

2、分析区中的数据是通过运算产生的，不能手工输入。不包括在分析区中的表元可以

手工输入。 

2 基本流程 

下图所示一张固定分析表定义了分析区的部分表样， 

 
图 7-3 

这里可以通过六个分析区及两列公式完整地定义这张分析表。如上所示，定义了分析

区的表元块用红色边框标识。下面是定义分析区的基本流程。 

2.1 定义流程 

1.1.1 指定分析区域 

分析区域是指分析表用来分析基本表指标的一个表元块，表元块内至少要包含一个数

值型(整型、浮点型)表元，其它表元也可以是公式表元，也可以是固定表元(一般为了排版

的需要)。当某表元为固定表元或公式表元时，则在分析指标时将忽略该表元，公式表元只

计算公式。分析区域的定义要根据不同表样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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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定义指标 

首先在分析表中定义表元块，用鼠标在分析表内选定表元块，在上图中是“本月收入/

收入额”下的整列表元，单击主菜单【定义｜新增/编辑分析区】，或者点击工具栏上按钮

，系统此时弹出分析区定义对话框： 

 

图 7-4 

在进行指标定义之前要弄清“行条件列指标”与“行指标列条件”，我们从下面两张表

样中进行理解。 

 

图 7-5 

 

图 7-6 

指标是在基本表里可以找到的确切单元格,是系统按照设定的规则（条件）经过计算或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71- 

者查询出来并显示在分析区中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基本表中的某个表元或是经过计算

的某些表元，而条件就是为了告诉系统按怎样的规则去计算或查询。 

图 7-5 中分析区是“行指标列条件”，从图中可以看到，每一行是要从基本表取数的

指标，同时在每一列上要区分取的是一公司还是二公司。因此在每一列中取数的条件是一

样的，而每行的指标都不相同，使用一个分析是很困难的，故以每列作为一个分析区。而

图 7-6 分析区是“行条件列指标”，因为每列指标相同，比如都取“主营收入今年累计”，

但其条件却不同，即要区分哪些数据是属于农林牧渔业，哪些是属于采矿业（即先根据指

标取数后，再将满足条件的数据取到相应的表元中），故整块作为一个分析区。明确了这个

概念后，在图 7-4 中的“高级选项”中选择“行条件列指标”，可以根据不同表样进行选

择。 

其次对分析区的指标进行定义： 

指标是分析的对象，可以是基本表表元、变长表表元、计算指标或自定义公式，但必

须是数值型。用户可以直接切换到相关报表，点击表元拾取指标；也可以双击文本框后手

工录入；或者点击双击后出现的按钮，在弹出公式定义向导中象定义公式一样定义指标。

也就是说这里的指标可以直接取基本表中的某个表元，也可以是基本表中的表元通过一定

的运算公式得到。 

再者对指标的统计方法进行定义： 

选定指标后需要定义对该指标的统计方法。点击统计方法下的空白区域，系统将弹出

一个下拉框选择统计方法。统计方法可以为求和、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百分比、计

数、升序排名以及降序排名。 

需要强调的是： 

1、当统计方法为百分比时，指标必须是 exp1 / exp2 的形式。 

2、当统计方法为升序排名或降序排名时，被排名的指标必须在分析区中，且二者的书

写形式必须一致。 

每个指标还可以指定指标条件，表示只有满足该条件的指标才参与分析。点击指标条

件下的空白区域可以和定义指标公式一样弹出公式定义向导，指标条件必须是逻辑型公式。

定义了指标条件的指标其实经过了“条件”与“指标条件”的双重筛选。 

指标、统计方法、指标条件只有指标是必须指定的，统计方法、指标条件都可以不指

定，若不指定统计方法，默认的统计方法是求和。 

1.1.3 定义条件 

如对图 7-6 中的分析区，可定义如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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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如果不定义条件，则计算时将所有报表户的相应指标值增加得到分析表数据，否则只

累加满足的报表户的数据。 

条件和指标条件的定义方法完全一样，它们的不同在于条件是该分析区内所有指标都

必须满足的，而指标条件只针对某一个具体的指标。若二者都定义了，则系统在累加指标

值时进行两次筛选。  

当完成分析区的定义，点击右上角的 X，关掉系统会询问是否保存，选择是，这时如

果一切定义都合法，就会看到报表中有一个区域有红色的粗线边框，这个区域就是分析区。 

1.1.4 宏定义 

宏是一些已定义的表达式。给定义的表达式起名称后，可在其他地方任意引用。 

在图 7-4 中点击“宏定义”，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7-8 

给要定义的宏起名后，可在公式栏中输入公式表达式，如上图中所示。宏定义后，可

在其他地方引用，引用方法为：$宏名称。如上图中定义了宏，如果某个指标中要用到，可

这样引用：$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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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分析区分析范围设置 

系统的每张分析表可以设置分析范围；分析表中的每个分析区也可以单独设置分析范

围。在图 7-4 中点击“高级选项”标签，如下图所示。 

 

图 7-9 

分析表中的分析区的分析范围默认与分析表的分析范围相同。如果要修改某个分析区

的分析范围，可在上图所示的对话框中，将“采用和报表相同的分析范围”前复选框中的

勾去年，则“分析范围设定”可以点击。点击此按钮就可设置分析区的分析范围。 

如何设置分析范围，可参考本章第六节。 

●修改分析区 

如果想对定义好的分析区进行修改，选中区内任意表元，点击菜单项【定义｜新增/

编辑分析区】，或者点击工具栏按钮 即可。 

●删除分析区 

删除分析区操作：选定分析区内任意表元，点击主菜单【定义｜删除分析区】，或者点

击右键选择“删除分析区”。 

2.2 分析区定位 

2.2.1 分析区复制粘贴 

如果要定义的两个分析区指标和条件很相似，则可以先定义好一个，然后通过分析区

的复制、粘贴，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此功能对于多个指标模板的运用极为有效。 

单个分析区的复制粘贴：选中定义好的分析区内的任意表元，在右键弹出菜单中可以

看到“复制分析区”子项。复制后选中要定义的分析区的左上方第一个表元，点击右键弹

出菜单中的“粘贴分析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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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图 7-3 的第三列分析区已定义好后，可以将鼠标选中此列的任一表元，右击鼠标选

中弹出菜单“复制分析区”，再将鼠标点击到第四列最上方处，右击鼠标选中弹出菜单“粘

贴分析区”，即完成分析区的复制。然后选中第四列任一表元，点击菜单项【定义｜新增/

编辑分析区】，或者点击工具栏上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切换到“指标”，通过右击

鼠标，选中弹出菜单的“多个指标模板”—“比去年同期+-额”，即可完成第四列分析区的

定义。同样将第三列分析区复制，再粘贴到第五列，用上述方法完成“比去年同期+-％”

的定义，同时必须对统计方法进行修改，选中“百分比”即可，这点一定要注意。 

多个分析区的复制粘贴： (如图 7-10)选中几个分析区进行块定义，再右击鼠标选择

弹出菜单“复制分析区”，复制后选中要定义的分析区的左上方第一个表元，点击右键弹出

菜单中的“粘贴分析区”，实现多个分析区的复制粘贴。 

 

图 7-10 

2.2.2 分析区重定位 

指定的分析区域不对或者设计完分析区后在分析区外增删了行列，都会使分析区内部

定义的指标、条件与外部显示的分析口径不一致，这时，需要将分析区水平或上下移动，

也就是分析区重定位。 

选中分析区内任意一个表元，点击菜单项【定义｜重定位分析区】，系统弹出定位分

析区起始行列的对话框： 

 

图 7-11 

默认值是当前分析区的起始行列值。可以使用按上下按扭指定分析区的起始行列，也

可以点击表元，系统自动计算分析区的起始行列。调整后分析区将平行移动，且分析区内

指标、条件设置不受影响。 

图 7-4 所示对话框的右上方有“行条件列指标”选框，不勾中表明当前是列条件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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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图 7-3 中的分析区都是行指标列条件。 

3 高级功能 

按照上节所述就可以完整地定义分析区了，但是在定义分析表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多

个分析区的指标或条件基本相似或完全一致，或者某个分析区的指标或条件具有某种规律。

利用设计系统提供的高级功能可以使复杂分析区的定义能更加简便。 

在图 7-4 所示的对话框中点击 ，可以看到如下菜单： 

 

图 7-12 

指标或者条件的增加都是在最下面追加；插入是在当前选中的指标或条件上方增加；

删除是删除当前选中的，而清空则将删除全部。 

充分利用该菜单中的功能项可以大大缩短定义复杂的分析表的时间。 

定义条件时菜单中没有“指标模板”项。 

3.1 指标、条件的导入与导出 

分析区的复制使得两个分析区的区域大小、指标以及条件完全一致，如果两个分析区

仅仅是指标或者条件相同，就需要单独对指标或条件进行操作了。 

比如，对于每个税种我们都需要做一张与去年同期对照的分析表，统计的对象都是自

己的下级，则给每张表定义分析区时条件是完全相同的，仅仅指标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

下，可以先定义好一张分析表，再将分析表中的条件导出，后面再定义分析区条件时直接

从文本导入即可。 

具体方法：以下面两张表样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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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图 7-14 

这两张的区别仅仅是分析的指标不同，一个是增值税，一个是消费税，其分析区的条

件是相同的。 

首先选中已定义好的分地区国内增值税收入情况表分析区中的任一表元，点击菜单项

【定义｜新增/编辑分析区】，或者点击工具栏上按钮 ，如下图， 

 

图 7-15 

右击鼠标，选中弹出菜单“导出到文本”，此时出现以话框如下， 

 

图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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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出的文件命名，同时选择保存路径，便于以后使用。点击保存，出现保存成功对

话框，点击确定即可，此时该分析区的条件已导出为文本文件。 

其次选中分地区国内消费税收入情况表分析区中的任一表元（前提是已经将分析区的

指标定义好了），点击菜单项【定义｜新增/编辑分析区】，或者点击工具栏上按钮 ，选

中条件，再右击鼠标选择“从文本导入”，即可将所有条件全部导入，完成条件的定义。同

样对于指标也可以用此方法。 

3.2 自定义填充 

自定义填充功能在指标或条件是有规律的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非常有用。如当前分析

区内十个指标依次对应某张表中的 C3 到 C13，则定义指标时除了点击拾取，也可以通过

自定义填充成批定义。定义形式如下： 

 
图 7-17 

填充的序列可以是系统提供的，也可以由用户自定义（定义方法参见第八章第二节）；

填充选项包括递增、递减以及等值填充（即所需填充项完全相同）。 

由于我们需要填充的指标都来自于基本表的 C 列，变化的只是右边的行号。这里必须

将行号定义成黑体，通过右边的 按钮，如上图所示，然后单击“确定”，系统会以 B1->C3

为起始值，自动填充从当前选中指标（条件）开始的下面的所有指标（条件）。 

同时也可以支持多段序列填充，操作方法：选择要展开的部分，按右边的按钮将这部

分变成粗体，选择多段但每段必须相等，且必须与你选择的序列匹配。如下图中的数值是

3，通过右边的 按钮，将 3 变为粗体，即可实现多段的序列填充。 

 

图 7-18 

3.3 指标模板 

指标模板是特别针对定义指标设计的。使用指标模板的前提是所有指标已经定义了指

标来源，即写成“B1->C1”的这种最简单的指标定义模式。“指标模板”功能通常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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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复制、粘贴结合使用。 

指标模板可以使用系统缺省提供的，也可以自己定义。若要将自定义的模板进行删除，

可以通过【文件｜整理指标模板】。系统提供的模板分为单个指标模板和多个指标模板，这

两个模板的子菜单如下图 7-19 所示： 

 

图 7-19 

对于单个指标模板主要提供分析区中的某个指标的替换，而多个指标模板主要是对分

析区中的所有指标进行替换。如多个指标选择“指标右移一列”，将看到，所有形如 B1->C1

的指标变成了 B1->D1 的形式；如选择“比去年同期+-额”，则所有指标 B1->C1 变成

B1->C1-@-12B1->C1/B1->C1 的形式。 

在定义图 7-3 所示的分析表时，先定义好“本月收入收入额”一列的分析区后，结合

分析区复制与指标模板功能，可以在 3 分钟内完成该表的定义。具体操作如下： 

1. 选中分析区内的任意一个表元，选中单击右键弹出菜单中的“复制分析区”。 

2. 选定要定义的分析区的左上表元，单击右键弹出菜单中的“粘贴分析区”。 

3. 编辑刚粘贴的分析区的指标，点击【操作｜多个指标模板｜比去年同期+-额】，系

统自动修改所有指标。 

其它分析区定义同上，只是编辑指标时选择的指标模板不同。 

自定义指标模板在下面的对话框中完成： 

 
图 7-20 

模板名称可以不填，此时，系统将“模板内容” 作为名称。 

模板内容是填写需要的指标模式，其中“$$”代表基本指标，在模板内容中最好将$$用

括号括起来，因为指标有可能要互相运算。“应用”后系统会自动将其替换成具体的指标值。 

如果选择了“自动保存”，下次打开指标模板时可以直接从列表中选取该模板。除了

缺省的六个模板，系统只保存最后定义的七个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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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式编辑器 

公式编辑器是系统提供的文本界面方面用户统一输入公式的功能，在图 7-12 中点击

“公式编辑器”，其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7-21 

上图显示的是对指标的编辑，左边是指标名，右边是根据对该指标的统计方法列出的

公式。 

点击工具栏上的按钮，系统自动写出该统计方法对应的函数名，用户只需输入要统计

的表元字段名即可。此外系统也支持公式编辑器中的查找替换。 

点击“表格编辑”，回到分析区定义对话框。 

4 浮动设置 

浮动分析表的定义是在固定分析表的基础上，加上浮动设置完成。也就是说，定义浮

动之前必须存在分析区。 

在浮动分析表中定义分析区时，一定要注意，浮动分析表中的分析区包括两行(列)。

其中一行(列)是合计，另一行(列)是浮动行(列)。在合计行或合计列中不需要定义计算公式，

系统是自动合计的。 

如果分析区是行条件，浮动的就是行；如果分析区是列条件，浮动的就是列。用于定

义浮动设置的表元称为浮动表元，浮动表元的位置必须在分析区外。对于同一浮动行，只

能定义一个浮动表元。 

如果分析区是行条件列指标，则浮动表元所在行必须有分析区；如果分析区是行指标

列条件，则浮动表元所在列必须有分析区。下图所示为定义浮动分析表的例子： 

 

图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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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要进行浮动的字符型表元，点击鼠标右键，点击弹出菜单中的“浮动设置”，弹

出如下对话框： 

 

图 7-23 

浮动类型有三种： 

1、任意类型：浮动依据是用于产生浮动条件时的依据，一般为单位代码；显示文字

是用于产生浮动条件时，浮动表元的显示文字，一般为单位名称；选择条件是用于产生浮

动条件时，筛选和过滤浮动的依据；作用范围是设定产生数据时是从直接下级还是从所有

下级中产生。如下图 7-24。 

 

图 7-24 

2、直接下级节点：如图 7-23。根据当前节点的直接下级节点产生分析结果。 

3、下级代码：根据选定的代码组产生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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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系统处理浮动分析表的基本方法：先对数据进行遍历，根据数据填报情况将浮动分析

表展开为固定分析表，然后再进行数据运算。 

5 浮动分析表的恢复 

在设计系统中定义的浮动分析表，到运行系统刷新产生数据后就形成了固定分析表，

如下图，图 7-26 中是浮动分析表刷新前的样了，图 7-27 所示就是浮动分析表在管理系统

中刷新产生数据后变成了固定分析表。 

浮动分析表为什么要恢复呢？在实际工作中，某一单位在没有完全收集齐全下级单位

数据时就刷新了浮动分析表，则产生的结果是部分单位的数据。如果后来又收集了其他单

位的数据，则重新刷新分析表时，由于分析表已变成了固定分析表，其行列数据等都已固

定，再次刷新，则产生的数据仍是原来单位的数据，表中并没有包括后来收集的单位的数

据。将浮动分析表恢复后，再刷新，则后来收集的单位的数据也产生到分析结果中了。 

 

图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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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7 

在固定分析表 FA2_1 上点击右键弹出下图界面，点击“恢复成浮动表”就可以将该固

定分析表恢复成浮动分析表。 

 

图 7-28 

6 分析范围设置 

系统在进行分析时，默认的分析范围是所有下级基层报表户的当前报表期的数据。然

而实际工作中在进行分析时，常常要对数据进行筛选，只对满足条件的报表数据进行分析，

这时就要对分析范围进行设置。 

分析范围设置主要是设置报表户范围、报表期、过滤条件、变长表的数据设定等等。 

分析范围设置后可保存为任务的模板，在任务中再次进行其他分析时，就可引用保存

的分析模板。 

在进行多维分析、建立清单列表、横向列表、固定分析表、浮动分析表时常常要设置

分析范围。 

在建立某一种分析表时，对话框中就有“分析范围设定”按钮。在“报表属性”中也

可设定。点击此按钮后，系统弹出以下对话框，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范围的设定。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83- 

 

图 7-29 

6.1 报表期设定 

•当前报表期：分析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当前的报表期。 

•全部报表期：分析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任务中的全部报表期。 

•选择若干期：选定此项后，系统会列出任务数据中的所有报表期，用户可选择所要分析

的报表期。此时数据来源于选中的报表期。 

•自由设定：可自由设定报表期进行分析，如从上 N 期到当前期、从某期到某期或者常用

项目。如下图所示。 

 

图 7-30 

6.2 过滤条件 

设置了过滤条件后，只有满足条件的报表户数据才参与数据分析。过滤条件可通过“过

滤条件管理器”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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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作用范围 

作用范围设置主要是设定参与分析的报表户范围。 

•全部报表户：所有的报表户都参与分析。 

•当前节点全部下级：对当前报表户的所有下级（包括下级的下级）进行分析，但当前户

必须为汇总户。 

•根节点直接下级：本级汇总节点的直接下级节点参与分析，所有下级的下级数据将被忽

略。 

•当前节点直接下级：当前报表户的直接下级参与分析，当前节点必须是汇总节点。 

•选择的报表户：对当前所选择的报表户进行分析。 

注：在分析时，如果已经选择了某些报表户，则无论怎样设定分析范围，系统总是对

选择的报表户进行分析。 

6.4 报表户类型 

设定参与分析的报表期的类型，可设定全部是基层户、全部是汇总户或者是全部报表

户参与分析；如果选择“全部”，则报表数据中的基层户和汇总户同时参与分析，这样有可

能导致数据重复计算。 

6.5 变长表数据选择 

如果在定义分析表时，分析表的指标来自于变长表，则在分析范围设置选项中会出现

“变长表数据选择”这一项。此项设置可设定数据是来自变长表的基本数据、合计行数据

或者是全部数据（既包括基本数据，又包括合计行数据）。 

6.6 保存为模板 

将以上各选项设置好以后，可以将设置保存为任务的分析模板，在建立任务中的其他

分析表时，可引用此模板。 

点击“分析模板”按钮，选择“保存为任务分析模板”，在弹出的对话框给分析模板起

一名称，就可保存。选择“引用任务分析模板”就可引用所保存的某一模板。 

 
图 7-31 

点击“应用到”按钮，可将分析范围设置应用到任务中的同组分析表、全部分析表，

或者是其他选定的分析表。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85- 

第八章 定义横向列表 

1 概述 

横向列表也叫横向清单查询表，它是在设计系统中先定义好表样，然后在运行系统中

通过刷新分析表操作来产生报表数据的一种查询表。它的特点是能将选定的多个指标的数

据集中到一张表上，方便用户进行数据浏览、对照和统计对比。 

当需要查询的指标比较多但报表单位不是很多时，使用横向列表就比较合适。横向列

表有两种基本表式： 

基本表式 1： 

（指标名） 组标识字符串 1 组标识字符串 2 组标识字符串 3 

指标名 1 指标 1   

指标名 2 指标 2   

….. …..   

….. …..   

指标名 n 指标 n   

基本表式 2： 

（指标名） 
组标识字符串 1 组标识字符串 2 组标识字符串 3 

分组 1 分组 2 分组 1 分组 2 分组 1 分组 2 

指标名 1 指标 1      

指标名 2 指标 2      

….. …..      

指标名 n 指标 n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当基本表式 2 中的字符串只有一个分组时就变成了基本表式 1 的

形式。 

2 基本流程 

下图所示就是一个横向列表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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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2.1 定义表样 

在设计系统中点击【文件｜新建】先定义一个如下所示的 3 列 9 行的横向列表的基本

表样，指标名列中输入相应的指标名称，在“分组” 中输入下图所示的分组，表头名称也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如下图。 

 

图 8-2 

在表中定义好指标后，就可以选取指标了。 

2.2 拾取指标 

（1）、组标识字符串的拾取 

用鼠标右键点击图中显示“XXBB1”的地方，选择弹出菜单中的“拾取指标”，系

统弹出“定义公式向导”对话框，这时就切换到信息表或基本表中拾取指标。系统默认选

取的指标是信息表中的“单位名称”表元。 

 

图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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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组指标的拾取 

用鼠标选定上图中的数据表元区域，然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弹出菜单中的“拾取指

标”，系统弹出“拾取横向列表指标”对话框，这时就切换到基本表中拾取指标。指标拾取

完后退出此对话框，就会发现在设计的表样的数据区域中显示出基本表中的指标。 

 

图 8-4 

2.3 定义报表属性 

若想得到横向列表的合计项，可以通过点击报表属性，如下图将“需要合计”打上勾

即可。若不想得到横向列表的合计项，则不需要进行报表属性的定义。在此也可对指标进

行排序，设置分析范围。 

 

图 8-5 

2.4 得到数据 

横向列表的指标定义完成后，就可在运行系统中打开任务，切换到分析表，选择横向

列表，然后选择主菜单【分析｜刷新分析表】，即可得出如图 8-1 所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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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清单列表 

清单列表是运行系统与设计系统中都可以定义的一种查询表，它的特点是只将满足条件

的数据罗列出来。清单列表可以将不同报表户的某些数据集中显示在一张表上，极大的方便

了用户的浏览对照和统计比较。如图 9-1 所示就是一张典型的清单列表。 

 

图 9-1 

如果报表户很多不能在屏幕上显示全部的报表户，用户可通过键盘上的上、下键来浏览

清单列表。下面介绍如何在设计系统中新建一张清单列表。 

1 定义指标 

在新建报表时选择“清单列表”，单击确定，系统弹出如图 9-2 所示对话框，点击“编

辑指标”开始编辑指标，指标即是你在清单列表中要列出的内容，这些指标可以来自信息表、

基本表和变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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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用户不能够在编辑框中直接输入指标，必须先选定指标所属的报表再点击

按扭，在弹出的拾取指标对话框(图 9-3)中编辑指标，选择所属报表时如果选择的是基本表

则只能在基本表和信息表里拾取指标，如果选择的是某张变长表则可在变长表、信息表和基

础表里拾取指标。 

 

图 9-3 

在上图的对话框中，用户可用将光标移到空白行，然后用鼠标到表中拾取指标，指标只

能是变量表元。点击插入一行可在光标所在行的前一行插入指标。也可以从已定义好的计算

指标中选择指标。定义了指标后，用户即可点击[确定]按钮退回到定义指标对话框。这时如

果您不需要对这张清单列表再作其他设置单击[完成]按钮即可生成一张简单的清单列表。如

果还需其他设置单击 进入高级选项设置。 

2 高级选项 

如果用户想进一步对列表中的数据进行更多的设置，比如将数据依据某一指标排序，或

者进行分组统计，或者对数据进行筛选，可以进入[高级选项]页面进行更多设置。 

高级选项设置窗口如下： 

 
图 9-4 

•标题：设置报表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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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指标：根据选取的报表指标，可使产生的报表数据依据某一设定的排序指标依升序或

降序进行排列。 

用户可以点击 上的

按钮，从已定义的指标中选择排序指标。排序指标可以选择多个，用“;”隔开；生成清

单列表时首先按第一指标排序，当第一指标值相同时系统再按第二指标排序；点击按钮

，使得排序方式在[升序]和[降序]间切换； 

•分组设置：按照任务中的代码组、数值分段和其他自定义的设置，将报表数据分类显示。

如根据行政区划、注册类型等，或根据指标的数据区段，将报表户分类显示。 

分组设置时，可设置主分组和次分组；如果同时设置了主分组和次分组，则先根据主分

级设置进行数据分类，再在主分组中的每个分组中根据次分组的设置进行数据分类。 

勾中“需要主分组”，单击 ，在如下窗口中设置：  

 

图 9-5 

•分组依据：表示根据什么指标来分组。 

•使用代码组：表示根据代码组来分组，选定此项后，可选定代码组，如果选中的代码组在

信息表中出现则系统自动修改分组依据。右边列出的是选中的代码组及其分段信息，显然，

选择的分段越多，分类也就越细。 

•数值型分段：表示根据分组依据中的数值型指标对数据分组。 

如果选定“数值型分段”则分组依据必须是数值型指标，即根据选择的哪个指标对数据

分组。用户可通过在报表中拾取来选取数值指标。 

数值型分段的定义方法可参考示例说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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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自定义：可通过定义的其他分组依据来对报表数据分类，并可设置显示的文字。如下图所

示。 

 

图 9-7 

在图 9-4 如果勾中分组设置中的“只列小计”，则最后产生的表样类似分行业的固定分

析表。 

下图是按图 9-4 中的主分组设置产生的清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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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该表的指标设置如下： 

 

图 9-9 

点击 ，可以在弹出窗口中继续增删指标或编辑标题文字。指标也可以来自

变长表。 

下图是根据数值分段产生的清单列表，数值分段定义为：(0，100)(100，1000)(1000，

~)，显示文字为： [0 到 100][100 到 1000][大于 1000]，产生的清单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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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0 

•分析范围设置： 

产生清单列表时如果没有设置分析范围，则产生的清单列表中的数据全部来源于所有下

级基层报表户的当前报表期。如果要对报表户的基础数据进行筛选，如要求数据来自某一报

表期或指定的某几期、设定满足某一过滤条件的报表户的数据参与分析等等，都可以通过设

置分析范围来实现。 

这些属性都设置好了之后单击[完成]按钮即可生成一张所需的清单列表。清单列表一旦

生成，在设计系统中是不可以再对其指标进行修改，不过您可以在运行系统中修改，具体操

作参看运行系统操作手册。如果您对高级选项的设置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单击鼠标右建选择

[报表属性/清单查询表]，在这里可以看到原有的设置，直接在上面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

即可。 

3 如何设计具有多行固定表元的清单列表 

第一节、第二节讲述的设计清单列表的过程中，设计的清单列表只有一行固定表元（不

包括合计行）的，如图 9-10 所示。如果清单列表的结果比较复杂，有多行固定表元，则步

骤有些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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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上图中所示的清单列表有两行固定表元，设计的步骤如下。 

1、根据第一节、第二节中的步骤设计出只有一行固定表元的清单列表，表中的指标只

有一个，即“主营业务收入净额本月数”，在图 9-3 所示的页面中编辑指标，在图 9-5 页面

中设置分组依据。设置完成后的表样如下图所示： 

 

图 9-12 

2、编辑图图 9-12 所示的表样，通过增加行、列、表元合并、设置表元属性等操作设

计出与图 9-11 一致的表样。 

 

图 9-13 

3、通过鼠标拖动选中上图中第 2、3 行的所有数据表元，即从上年本月――同期比增

减%，然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右键弹出菜单中的“拾取指标”，将弹出“拾取清单列表指

标”对话框， 

 

图 9-14 

编辑各指标的表达式，如果指标可以直接从基本表中拾取，则从基本表中从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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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图：“上年本月”的表达式为：@-1B0->C3，今年本月为：@-1B0->C3，同月比

增减%为：(B0->C3-@-1B0->C3)/ @-1B0->C3，等等。 

清单列表指标编辑完成后，表样如下图， 

 

图 9-15 

在运行系统中打开任务后，刷新此清单列表后，就可得到图 9-11 所示的结果。 

注：具有多行固定表元的清单列表要重新修改指标时，只能在设计系统中通过本节中介

绍的“拾取指标”的方式修改。在运行系统中通过菜单“分析｜编辑清单列表”只能设置清

单列表“高级选项”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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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定义视图表 

视图表是一种分析表，是一种能将某一报表户的分散在多张报表中的数据集中在一张报

表中的分析表，方便打印输出。 

与其他分析表不同，视图表只从单个报表户取数。一个视图表可以从多个基本表中取数，

也可以包含多个变长表。由于是一个分析表，所以视图表的行列数可以很多；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愿意，用户可以设计一个视图表容纳下一个用户的所有报表的所有表元。 

视图表的数据会随着当前报表户的变化而不同，因为它总是实时地从当前用户的一套报

表中取值分析的；而其他类别的分析表都是对下级单位数据的统计分析，不管当前报表户是

哪一户，分析数据总是根据分析表中设定的条件统计产生。 

在设计系统中只有一个固定表元才能链接一个变长表，如果要在视图表中嵌入变长表，

可将某一个表元设置为固定表元，再在该表元属性中设置该固定表元的链接变长表就可以

了。 

例如有如下图所示一张报表（部分）。 

 

图 10-1 

图中标有 A、B 的地方报表的行数不是固定的，相当于变长表的样式。要实现这种报表，

可先依 A、B 部分的样式在基本表中作出两张变长表，再做一张如上图的基本表，只是 A、

B 处表中以固定表元表示，然后再在固定表元中链接到两张变长表。 

定义视图表的操作如下： 

1、定义报表表样 

与定义其他分析表一样，定义视图表时同样先定义出报表表样。具体操作请参考设计系

统有关章节。特别地，如果要在视图表中嵌入变长表，必须要在报表中将需要嵌入变长表的

表元设置为固定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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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图而言，先在任务中定义两张表样同 A、B 的变长表和一张包含上图中其他指标

的基本表；再定义一张如上图的视图表 C，表中 A、B 处合并后的表元设置为固定表元。 

2、定义计算公式 

视图表中的数据也是来自于基本表，与固定分析表或浮动分析表中定义分析区不同，视

图表中只需要定义表元的计算公式就行了，其他操作与定义基本表的表间计算公式类似。在

上图中除 A、B 处的指标可定义表间计算公式，其值从基本表中计算得到。 

3、嵌入变长表 

如果要在视图表中嵌入变长表，则只要将表中需要嵌入变长表的表元设置为固定表元，

然后在固定表元的表元属性的“链接变长表”中设定要链接的变长表就可以了。一张视图表

中可以嵌入多张变长表。 

在上图中选择视图表中 A 或 B 处的固定表元，点击右键选择“表元属性”，如下图所示。 

 

图 10-2 

  在“链接变长表”中可选定此固定表元链接到哪张变长表，并可设定变长表在视图表中

的打印行数，是否带合计行。 

4、得到数据 

在管理系统中运行任务后，切换到视图表后，点击工具栏上的“计算”按钮就可得到视

图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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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代码组 

1 概述 

如果报表任务中提供了代码，用户录入时从提供的选项中选择即可。这样既可以限制非

法的输入内容，也减轻了用户的操作负担。而且，由于设计系统中的代码是系统级的，实现

了一套代码可以多个任务使用，所以建立系统代码组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双击左边任务窗口下方的 ，系统弹出代码组编辑对话框： 

 
图 11-1 

2 代码组的特点 

系统中可以存在新旧两种风格不一样的代码组。 

旧风格的代码组有固定的结构，比如 1-1-4 等，表示代码由六位数字固定构成，代码组

中的代码根据结构存在上下级关系，且代码中的文字串不能为空。代码在代码组中的排列顺

序是依据上下级关系根据代码的 ASCII 码顺序来排列。 

旧风格的代码可以有三种显示方式：分段显示、文本显示、树型显示。相应的变长表中

的数据是根据代码在代码组的顺序来排列。 

新风格的代码组没有固定的结构，代码的上下级关系与代码取值无关，即 111 可以是

100 的上级；代码在代码组中的排序可以不按 ASCII 码顺序来排列。 

新风格的代码可以有两种显示方式：文本显示、树型显示。 

在树型显示下代码可以自由拖动来改变上下级关系，改变某代码顺序后，相应的变长表

中的顺序也按新序列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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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Ctrl+Shift+C 可以将旧风格的代码组转换成新风格的代码组。 

图中显示的代码组为分段显示状态下的旧风格的代码组，在对话框的状态栏显示了当前

代码的结构：1-1-4，表示代码长度为 6 位，分三段。“段”也可以理解为级次。如第一段即

第一位用来代表某一烟厂，第二段区分本烟厂卷烟的分类，第三段也就是后四位是每一类卷

烟中某一品种的代号，每一段区分一个级别，三段结合起来就可以唯一标志某一品种了。 

图 11-2 与图 11-3 是新旧代码组树型比较图，很容易看出图 11-2 为旧代码组风格，其

上下级关系是按 ASCII 顺利来排列的，而图 11-3 是新代码组风格，为 600000 的代码可以

排列成代码 700000 的下级，新代码组没有固定的上下级模式，极大的方便了用户自定义代

码组。 

 
图 11-2 

 
图 11-3 

每个代码组中还可以设置辅文字串。通过辅助文字串，一个代码组还可以与其它的代码

组产生联系。如图 11-1 中辅文字串 1 对应分类代码，地区代码中“1”代表一类卷烟，代码

110002 的辅文字串 1 的值为“1”，表示“鼓浪屿”对应一类卷烟。这样录入数据时一旦填

写了某一品种，系统马上可以知道该品种的划分，而无需用户录入。 

这里也可以直接在辅文字串 1 中输入“一类卷烟”，但这样录入量较大，不如上述方法

简便。 

辅助文字串非常有用，特别对于信息表可以给用户带来极大的方便，通过函数 CodeStr

（GroupName， Code）及 Codestrn（GroupName， Code）可以很容易地取出主文字串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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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辅文字串。如图 11-3，通过专卖店这组代码组再利用 CodeStr 及 Codestrn 函数（函数

用法见菜单栏工具中的函数清单）可以很容易地取出主文字串所对应的辅文字串，从而达到

只要知道了专卖店，其以下的所属分销商、所属片区等一系列信息通过辅文字串，系统将帮

客户自动完善。 

 
图 11-4 

3 代码组功能介绍 

•增加代码组：点击 后，系统默认是增加新风格的代码组，如下图，输入代码组名

称后，就可以在文本显示状态下编辑代码了。 

 
图 11-5 

在文本显示状态下编辑代码时，代码间的上下级关系是根据代码前的 TAB 键来区分的。

如果代码 A 前的 TAB 键比另一代码 B 前的 TAB 键多一个，则此代码 A 将成为代码 B 的下

级代码。 

点击 旁的下拉箭头，选择“旧风格代码组”，系统弹出如下图所示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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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输入代码名称和设置代码结构后，就可以在文本显示状态下或分段显示状态下编辑代码

了。 

•修改结构：对于旧风格代码组，点击 后，可对已存在的旧风格代码组的名称和代码

结构进行修改。 

•导入：有三种方式将代码组导入到本任务中。点击“导入”按钮旁的下拉箭头，可选择从

文本导入、从其他任务导入、从代码库中导入。 

•导出：有两种方式导出代码，导出到文本和导出代码库。如果选择导出到代码库，则代码

从任务级上升为系统级，从而该代码组可以为多个任务共享。 

 
图 11-7 

•定位：代码组中如果代码比较多时，通过“定位”可快速地找到某一代码。点击“定位”

按钮后，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11-8 

输入要定位的代码后，光标将定位到所指定的代码处。 

•代码组设置：可设置文字串的标题、代码的显示条件、设置是否允许文字中对应的代码是

否为空以及设置是否缓存服务器代码组，如下图（11.1-9）所示为代码组设置的三个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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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图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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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 

 
图 11-12 

•文字串标题：可以改变主文字串以及各辅文字串的标题文字，使标题看上去更直观。图 11-9

为设置文字串标题前后的树型显示对照图，它能很直观地看出每个主文字串代表什么意思，

方便用户查阅 

•代码显示：可设置某些代码在录入报表数据时不显示在代码组中，如本例中某些卷烟在其

他报表期时没有此品种，在录入数据时可设置这些品种不出现在代码组中，方便录入；但这

些代码依然存在于代码组中，并未删除。如果简单删除以后不存在的代码，则会影响以前报

表期的数据。 

•显示条件：图 11-10 中的显示条件设为“codestrn("福建烟厂"，@code，7)<>"1"”，表示在

图 11-12 中的“福建烟厂”中辅文字串 7 的值不为 1 时显示，也就是说只要辅文字串 7 的代

码为 1 时，在运行系统中填报数据时，使用到此代码组的表元中输入数据时，代码组中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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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这几个代码。 

在图 11-12 中“120011”、“120012”、“120013”等代码中第七个辅助文字串为“1”，则

在运行系统中填报数据时，在使用到此代码组的表元中输入数据时，代码组中将不显示这几

个代码。如图 11-13 所示。 

  
图 11-13 

 
图 11-14 

•顶级代码：通过设置顶级代码，可以使在录入报表数据时，在代码组中只列出该顶级代码

及其各级子代码，而其他的顶级代码及其各级子代码不显示，方便数据录入。 

图 11-10 中设置的顶级代码条件的意思是根据用户的单位代码相应的显示代码组中的

代码。如在顶级代码中“23500600”代表“厦门卷烟厂”（100000），则单位代码为“23500600”

的单位在录入数据时，相应的代码表元中只显示代码组中代码为“100000”及其下级代码，

而不会将其他单位使用的代码也显示出来。 

•合计条件：合计条件分为“从下级合计条件”和“合计到上级条件”两种方式。 

•从下级合计条件：设定代码组中进行多级合计的代码应满足的条件。从下级合计条件是针

对小计行的，控制小计行是否显示。 

如有以下一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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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5 

图中显示的是一组多级代码，代码组中有许多“其中”项，这些“其中”项是不应该参

与多级合计的，即图 11-14 中代码为“0101010000”的指标值并不等于 0101010200、

0101010300….0101010900 这的和。这时可设置合计条件为：right(@code，4)="0000"，即代

码右 4 位为 0000 的代码才进行多级合计，其他代码则可录入数据。 

•合计到上级条件：设置代码组中的叶子节点合计到上级中的条件，是针对叶子节点的，控

制叶子节点是否参与计算。 

如图 11-14 中代码为 0101010100 的其中项不应合计到上级合计代码中，则可设置条件

为：@code<>”0101010100”，即代码为 0101010100 的其中项的值不合计到 0101010000 中去，

但还是显示的报表中。 

•汇总条件：汇总条件是相对于汇总表而言的，设定汇总数据时代码组中参与汇总的代码应

满足的条件。如图 11-14 中，每个单位输入的“其中”项都不一样，则希望在汇总表中不显

示出“其中”项的数据，则可设定汇总条件为：right(@code，4)="0000"。 

例如：两个下级单位填报的数据分别为： 

 
图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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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7 

设置以上汇总条件后，汇总以上两个单位数据，得到的汇总表为，代码为 0101010100、

0102010100 等没有汇总到汇总表中。 

 
图 11-18 

•其它设置：在其它设置中可以设置是否允许代码对应的文字串全部为空与是否缓存服务器

代码。 

4 如何使用代码组 

代码组建立后，可以根据以下的方法在报表中设置使用代码组。 

使用代码组的前提是，表元的数据类型为字符型。 

在报表中选择需要使用代码组的表元，再点击右键，选择菜单中的“表元、对象属性”，

在弹出的“表元属性”设置对话框中，找到“使用代码”这一项，将默认的“否”改为“是”，

再点击“使用代码”前的+号，将节点展开，在“代码组名”一项中，选择要使用的代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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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9 

选择了代码组后，再设置“代码显示格式”、是否“仅选择叶子结点”。 

•代码显示格式：可以设置在代码表元中仅显示代码、文字、代码+文字等。 

•仅选择叶子结点：主要是针对多级代码，如果“仅选择叶子结点”设置为“是”，则在运行

系统中录入数据时，只能在代码中选择最明细的代码，其他级次的代码是不能选择的。 

例如：下图所示的多级代码， 

 
图 11-20 

如果设置是的“仅选择叶子结点”，则在录入数据时，只能选择 110101、110102 这样的

最明细代码，中间级次的代码如 110100 及 110000 等是不能选择的。 

对于多级次代码，只需要选择最明细的代码，再录入数据。如果在变长表中设置了“自

动多级合计”，则最明细代码的数据自动合计到上级代码中。例如上图中，110101、110102

等的数据可自动合计到 110100 中，110100 和 110102 的数据再合计到 110000。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108- 

第十二章 实用指南 

1 如何设计变长表 

1.1 变长表的特点 

从表样上看，变长表是列数固定，行数变化的报表，变长表的变长两字指的就是报表纵

向上的长度可变的意思，也就是行数可变，在有些行业中，变长表也被称作浮动表。变长表

主要用于填写的内容数目变化的情况。 

设计系统中的一个典型的变长表分三部分，上部是一行或多行固定行，中间是一行变量

表元，含变量表元的行叫做变量表元行，最下面是合计行，在运行系统中，上面的固定行和

最下面的合计行是不变的，中间的变量行会随着用户的不断录入扩充为2行，3行…100行…；

系统还会自动根据变长表的数据行计算出合计值填写到合计行的相应位置。如下图： 

 
图 12-1 

变量表元行中的任一表元，不能为固定表元、备注表元等；除变量表元行外的任何地方，

不能含变量表元。变长表每页显示（打印）多少行数据是可以通过报表属性设置的。 

到了运行系统中，用户录入数据可以使变量表元行数不断增加，列数保持不变。从数据

库的角度理解，变长表中的一行对应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一张变长表有多少行数据，就对

应了多少条记录。它作为一种标准的行列表区别于每一页才为一条记录的普通报表，这是变

长表与基本表的根本差别所在。 

下图所示是一个典型的在运行系统中的变长表，其中淡黄色显示的行是系统自动根据代

码级次产生的合计行。最下边的灰色行是变长表的合计行。原先在设计系统中的一行变量行，

这时已经随着用户的录入扩充为了四条数据行： 

 
图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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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变长表的代码表元 

上图所示报表的第二列的变量表元是代码表元，无论是基本表还是变长表中的代码表

元，都使用在任务中预先定义好的代码组供用户选择进行录入，这样既可以限制非法的输入

内容，也减轻了用户的操作负担。除此之外，变长表中的代码表元，还有两个特殊的功能，

一是作为多级合计的依据；二是可以作为变长表的关键字，用于查找某个具体的数据行。 

1.3 多级合计 

所谓多级合计，就是根据代码的多级关系，自动产生数据行所用代码的上级代码的一个

或多个合计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上图中代码表元使用的代码组【行政区划】的代码结构，

如下图： 

 
图 12-3 

再来看看图中报表的数据，表中的每一行对应一个县（市）的税收收入情况，其中带蓝

色的行是用户手工输入的，而黄色的行是系统自动产生的，该行数据会随着用户的输入不断

的作调整，如下图： 

 
图 12-4 

这些黄色的多级合计行非常直观的展现了各个县市所属上级的税收情况，加强了用户对

变长表数据的了解和管理，使变长表增色不少。而这一切都要以定义代码表元 B3作为前提，

如果没有代码表元，系统就无法为变长表自动产生这些黄色的合计行，可见代码表元在变长

表中的重要地位！ 

再看看下面的这个例子：输入了一行数据行，其代码是 010101，系统即自动计算出两

个合计行，其中 010100是 010101的直接上级，而 010000是 010101的顶级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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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1.4 变长表的关键字 

关键字是数据库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用来唯一标识某一记录的一个字段或多个字段的

组合，唯一标识是指将某一记录与其他记录区别开来；变长表的关键字是指用来标识变长表

中某一行的一个字段或多个字段组合。给变长表定义关键字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使变

长表的多行数据按照这个关键字排序，另一方面有了关键字后，用户就可以在变长表中定义

取历史数据（比如前期，去年同期）的公式。 

例如在下面的报表中，我们定义了【代码】列即 B3为该变长表的关键字，可以看到合

计行和数据行是按照代码顺序排列的，而且【增长额】列正常取值： 

 
图 12-6 

只有在变长表中定义了关键字后，我们才能在变长表中定义取前期值，与去年同期比等

计算公式；这是因为这些公式需要取出当前行的关键字值，然后再到前期报表或是去年同期

的报表中找到关键字值相同的那一行，取数后再计算：比如 130124 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

的当月税收收入为 876678.00，取出关键字值“130124”，再到去年同期的变长表中找代码

为 130124的那一行，取出税收收入为 0，最后计算出比上年增长额为 876678.00。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定义关键字，当前行和其他行的关键字都是空，就没有办法区别当前行和其他行，

也就没有办法在某个报表期的很多数据行中定位；所以，关键字在变长表中的作用是举足轻

重的！ 

特别地，变长表的关键字定义不再影响任务的数据结构，对于已经产生数据的任务，如

果用户在设计系统修改了变长表的关键字，那么当用户在运行系统打开此任务时，系统会根

据新的关键字定义重新调整(运行系统和离线客户端都有此功能)。 

1.5 变长表的汇总方式 

如果要汇总一张基本表，首先拿到每个下级的该报表的一套数据，然后直接将所有下级

的这张报表的每个表元的值累加起来，放入汇总表中对应的表元中，就生成了汇总户的这张

基本表的汇总数据；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变长表的汇总： 

由于是变长表，每个下级的变长表中都会有多行数据行，而且行数不等；那么汇总后是

将所有下级的所有数据行罗列出来呢？还是仅将各个下级单位的变长表中的合计行在汇总

的变长表中列出呢？而且如果变长表中定义了代码表元，汇总户还可以选择按代码进行汇

总，罗列某些级次的汇总行；总而言之，由于变长表的特殊性，变长表的汇总方式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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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系统提供了五种汇总方式，选择什么样的汇总方式完全由用户和实际业务情况来决定： 

•所有数据行合计：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汇总变长表中只有一行数据，该数据行的值是将所有

下级的所有数据行累加获得的； 

•列出所有数据行：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汇总变长表中的数据行最多，数据最细，凡是在下级

变长表中出现过的数据行都会在汇总的变长表中出现； 

•列出直接下级合计行：只将直接下级的合计行数据罗列到 汇总的变长表中； 

•按顶级子代码汇总：只有变长表定义了代码表元，才能选择这种汇总方式；该汇总方式先

将所有下级的所有行按代码进行多级合计，在成生的合计行中只将代码结构中最上一层的合

计行罗列到汇总的变长表中；比如三级代码结构，010101，010100，010000，下级录入 010101

数据行后，会产生 010100 和 010000 两个合计行，但是 010100 合计行不会出现在汇总表中，

因为 010100 不是顶级代码； 

•按整个代码汇总：只有变长表定义了代码表元，才能选择这种汇总方式；该汇总方式先将

所有下级的所有行按代码汇总，然后将所有代码的汇总行都加入到汇总的变长表中。 

1.6 设计一张变长表 

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定义一张变长表的整个过程，假如我们想定义一张如图所示的

变长表： 

 
图 12-7 

1、新建一张变长表 

点击【文件】菜单下的【新建报表】子菜单，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变长表】，并设

置行列数，由于上部的固定行由两行合并成，所以设置行数为 4，列数为 6： 

确定后，看到如下报表： 

 
图 12-8 

合并第一、二行，并输入文字后，该表变为： 

 
图 12-9 

第四行是变长表的合计行，如果要禁止对某几列进行合计，则可以在对应列的表元中输

入文字或特定符号（如“-”），该列将不被合计，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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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 

2、设置表元属性 

由于【代码】列使用代码组，所以通过修改“表元属性”将 B3 数据类型设置为字符串： 

 
图 12-11 

【县市名】显而易见是文字表元，所以也将其数据类型设置为字符串，同时用户也要考

虑其他表元应该使用什么数据类型，长度够不够等问题，设置后的报表如下图： 

 
图 12-12 

3、定义代码表元 

现在我们来将表元 B3定义为一个代码表元： 

 
图 12-13 

用鼠标点击表元 B3，设置其表元属性，如上图，属性使用代码设置为【是】，选择合适

的代码组名；其他和代码相关的设置，如代码文字序号等含义请参考【定义表元属性】章节，

此时，报表如下图，可以看到红色圈住的符号表明 B3表已经就是一个代码表元了： 

 
图 12-14 

4、设置报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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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菜单【编辑】下的【报表属性】子菜单，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击页面【变长表】，

如图： 

 
图 12-15 

设置代码表元为 B3，选中【自动多级合计】，根据业务情况设置汇总方式，假设为【按

整个代码汇总】；由于定义了代码表元，实质上系统已经将 B3作为该变长表的关键字，所以

可以不再定义【关键字】；最后，如果需要，可以调整数据行的显示高度；如图： 

 
图 12-16 

5、定义计算公式 

首先定义【县市名】列，即 C3 的公式，C3 的值由 B3 计算生成，可以看出选择了行政

区划中的代码后，其对应的显示名就可以根据代码组计算出来，因此使用函数 codeStr，具

体细节请查看函数帮助： 

 
图 12-17 

该变长表中需要定义取前期的公式（假设该任务为年报任务），选择表元 E3，点击【定

义公式】菜单，输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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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8 

pc函数的使用方法请参考【附录】；同理定义 F3的公式为： 

 

图 12-19 

可以看出，在变长表中定义运算公式同在一般报表中定义运算公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操作的步骤上也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变长表中的变量表元只有一行，因此

在变长表中不存在成批定义公式，也不允许引用外表表元。 

至此，该报表已经定义完毕，保存全部。此时报表如图所示： 

 
图 12-20 

在运行系统中录入数据后的变长表 

在运行系统中运行该任务后，给变长表录入数据，报表如下图所示： 

 
图 12-21 

2 基本表定义分析区 

在分析表中定义分析区时，所定义的指标都是来源于基本表。如果任务中有变长表，则

基本表中也可以定义分析区，从变长表中取数。 

如下图两张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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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2 

 
图 12-23 

图 12-22 是一张是变长表，所有的数据都要手工录入的；图 12-23 是一张基本表，是

对图 12-22 表中录入数据的根据条件的汇总，其中的数据就可以通过定义分析区计算出来。 

在基本表中定义分析区的方法与在分析表中定义分析区的方法类似。 

具体步骤如下： 

1、在基本表中选定一表元块，如在图 12-23 中选定 B 列即“期初库存—数据”中要定

义分析区的相应表元块，然后单击主菜单【定义｜新增/编辑分析区】，或者点击工具栏上按

钮 ，系统弹出分析区定义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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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4 

在上图中定义指标、条件的方法与分析表中定义方法一样，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要选择指

标是来源于哪张变长表，图 12-23 的指标“数量”是来源于图 12-23 所示的 B01 表，则选

择 B01 表。 

选择了指标来源于哪张变长表后，切换到该变长表，在表中拾取相应指标即可，即在

B01 表中拾取“数量”所在的 D3 表元。再定义条件，对于上图而言，就是根据变长表中的

B3“货号”进行分类，如下图所示。 

 
图 12-25 

分析区定义完成后，就可在运行系统中运行此任务。录入变长表的数据后，点击运行系

统工具栏上的“计算”按钮就可得到数据。 

对基本表中分析区的编辑、删除、重定位、复制等其他操作与分析表中一致。 

3 分析区“行条件”与“行指标”的区别 

条件、指标与分析区域构成了分析表中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分析区。因此分析区是对于

选定的指标从所有报表户中根据条件进行筛选，将满足条件的报表户数据按照统计方法进行

计算，从而得到分析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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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选定的表元块，可以将行作为条件，列作为指标；也可以是行指标列条件。然而如

何分辨到底是行条件列指标还是行指标列条件却很容易让人混淆。 

首先来看下面两张表: 

 
图 12-26 

 
图 12-27 

上面两个图中,图 12-26 是行条件列指标,图 12-27 是行指标列条件。 

指标是指系统按照设定的规则（条件）经过计算或者查询出来并显示在分析区中的数据，

这些数据来源于基本表中的某个表元或是经过计算的某些表元，而条件就是为了告诉系统按

怎样的规则去计算或查询。 

让我们从这两张图里归纳出条件或指标的共性,作为区分行条件列指标与行指标列条件

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指标是在基本表里可以找到的确切单元格，它是实际的数据.而条件类似于进行筛选的

筛子，它对指标的数据起过虑作用。比如图 12-26 中的收入，利润等就是在基本表中实际

存在的数据,而行业的分类就是起过虑作用的筛子了。图 12-27 中本月数合计还有 XX 公司

本月数是起过滤作用的条件，而各类收入则是可以在基本表中确切找到数据的指标。 

4 分析表举例 

固定分析表设计举例一 

在数据统计的实际应用中，分析表的制作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如何在系统中快速正确地

定义分析表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本文将以“税收收入分税种收入情况表”为例详细介绍比同

期+-如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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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务中只有一张信息表和一张基本表，信息表表式如下， 

 
图 12-28 

基本表表式如下： 

 
图 12-29 

1、画出报表格式 

进入设计系统，打开要定义分析表的报表任务，新增固定分析表，并编辑固定分析表成

如下报表格式。如何编辑报表格式，请参阅设计系统手册。 

 
图 12-30 

2、定义分析区 

这是电月报中一张分税种统计本月和累计收入的分析表，这张表看起来比较复杂，其实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119- 

我们稍加分析可以看到，在这张表中只有当月数和累计数才需要从电月报的基础表中取数，

其余的部分，比同期+-额和比同期+-%只是当月数或者是累计数运算得到，而年度计划是跨

任务取数得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表的左端是个税种的指标，表的上方指明是当月额还是

累计数，是同期+-额还是比同期+-%。表中的分析区域，可以看到，每行每列的指标都不相

同，显然使用一个分析区是很困难的。我们采用多个分析区来实现。具体的，采用每列是一

个一个分析区，年度计划是一列跨任务取数的公式，完成年计划%的一列也是公式，应该等

于累计额/年度计划*100%，因此一共需要 6 个分析区。 

定义步骤： 

1）、定义本月收入额 

我们先定义第 3 列本月收入的分析区，选中第 3 列彩色部分的整列表元，点击主菜单，

[定义｜新增/编辑分析区]，或者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弹出如下定义界面， 

 
图 12-31 

由于这里的指标都是一整列的，每行都是一个指标，因此这里的分析区都是“行指标列

条件”，我们必须去在“高级选项”中将”行条件列指标”的勾去掉。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基本表中选取各个税种的指标。当然，不嫌麻烦手工填写也是

可以的。我们点击报表标签或者是屏幕左边的报表树，切换到基础表，这里假设基础表是

b1。 

我们先在上图中点一下要拾取的第一个指标的位置，可以看到有个虚线框出现在白格子

上，点击报表中要拾取的指标，可以看到指标就进入了表格，并且拾取一个指标，系统自动

移到下一个位置。如法炮制，拾取完全部指标，检查无误就可以结束编辑了。关闭定义窗口，

系统会询问是否保存，选择保存。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分析表中，我们刚才定义分析区

的区域外框画上了红色的粗线。 

2）、定义本月收入额比同期+-额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比同期+-额的定义可以在本月数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比

同期+-额=本月额－去年本月额”，如果本月额为 B1->C3，则去年本月额=@-12B1->C3。因

此，“比同期+-额=B1->C3-@-12 B1->C3”。我们只需要把刚才拾取的指标作上述处理即可。

我们可以使用复制粘贴分析区来轻松处理。 

点击粗红框内的任意表元右击鼠标，选择菜单“复制分析区”，再点中的本月收入比同

期+-额下方第一个彩色表元 D3， 右击鼠标，选择菜单“粘贴分析区”，可以看到在比同期

+-额下方也出现了一个粗红框，表明粘贴成功，，产生了一个和当月额一模一样的分析区。

接下来就只需把刚加的分析区作些修改即可。点击要编辑的分析区内一个表元，和新增一样

点击主菜单，[定义｜新增/编辑分析区]，或者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切换到指标，点击”

操作”按钮，弹出如下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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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2 

选择”比去年同期+-额”，你会惊奇地发现指标已经自动的生成了 

“(B1->C3) – (@-12->C3)”的形式，关闭定义窗口，保存分析区，本月收入额比同期+-

额就定义完成了。 

细心观察上述菜单，我们可以发现定义菜单上还有“比同期+-%”，“比上期+-额等”，

那么定义比同期+-%的方法就不用多说了，和定义上期+-额完全类似，只是在操作菜单上选

择” 比去年同期+-%”。 

下面我们将定义的过程再重新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利用“本月数”这列已定义好的分析区，通过复制分析区，再粘贴分析区到“比

同期+-额”这列，再对此列分析区，通过多个指标模板进行替换。 

3）、 定义本月累计收入额 

这里的累计收入额，显然是取得基础表的累计额，因此和定义本月收入额一样定义分析

区，指标拾取 D 列的指标即可。 

这里介绍一个更方便的办法。 

观察发现，累计额和当月额取的指标有一些共同之处，同一指标的行号数是相同的，不

同的只是列号，当月额的列号都是 C， 累计额的列号都是 D。比如税收收入合计当月数是

b1->C3，那么税收收入合计累计数就是 b1->D3。 

我们可以把当月额的分析区粘贴到累计额处，然后和定义本月收入额比同期+-额一样，

只是在执行上图的操作时选择”指标右移一列”，你会发现，所有的 C 列指标变成了 D 列指

标。 

4）、本月累计收入额的比同期+-额和本月累计收入额的比同期+-% 

本月累计收入额的比同期+-额和本月累计收入额的比同期+-%的定义和当月数的定义

类似，不再多说。 

5）、定义其余表元公式 

A、年度计划，使用跨任务取数  

B、完成计划数 

完成年计划%的一列应该等于累计额/年度计划*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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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等于 F 列除以 B 列再乘上 100，选取完成计划数一列，定义公式， F$/B$*100。 

至此，这张分析表的定义就完成了，我们就可以在运行系统中通过刷新分析表来得到分

析结果了。 

 固定分析表应用举例二 

以“税收收入分税种收入情况表”为例详细介绍分地区指标如何定义。 

1、画出报表格式 

进入统设计系统，打开要定义分析表的报表任务，新增固定分析表，并编辑固定分析表

成如下报表格式。 

 
图 12-33 

2、定义分析区 

这是电月报中一张分地区统计车船使用税的分析表，我们分析发现. 

表中的每列的指标是一样，所不同的是，每行统计的是不同的地区。因此我们不难发现，

这里的分析区只要一个就够了，并且是典型的行条件列指标。条件是 id()=各个地区的单位

编码，也就是说，比如第二行条件是 id()=”2010000”，那么第二行就是武汉市的指标。 

定义步骤： 

1)、取指标， 

选中彩色部分的全部表元，点击主菜单，[定义｜新增/编辑分析区]，或者点击工具栏右

上角 按钮，弹出如下定义界面， 

 
图 12-34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基本表中选取车船使用税的指标，当然，不嫌麻烦手工填写也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122- 

是可以的。我们点击报表标签或者是屏幕左边的报表树，切换到基础表，这里假设基础表是

B1。 

我们先在上图中点一下要拾取的第一个指标的位置，可以看到有个虚线框出现在白格子

上，点击报表中要拾取的指标，可以看到指标就进入了表格。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比同

期+-额的定义可以在本月数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比同期+-额=本月额 减 去年本月额，

如果本月额为 B1->C93，则去年本月额=@-12 B1->C93，应此比同期+-额=B1->C93 - 

@-12->C93。我们只需要把刚才拾取的指标作上述处理即可。这里的本月数是 B1->C93，因

此我们可以在第二行，填写(B1->C93)-(@-12B1->C93)即可。 

这里介绍一个更方便的办法。我们在指标第二行粘贴(ctrl V)或者填写 B1->C93，再点击

右上方的操作按钮，弹出如下菜单， 

 
图 12-35 

选择“单个指标模板｜比去年同期+-额”，或者在第二行直接按快捷键“ctrl 1”，可以发

现，第二行指标自动变成了(B1->C93)-(@-12B1->C93)的形式。 

细心观察上述菜单我们可以发现定义菜单上还有比同期+-%，比上期+-额等，那么定义

比同期+-%的方法就不用多说了，和定义上期+-额完全类似，只是在操作菜单上选择“ 比

去年同期+-%”。 

同样的方法，我们先取累计指标 B1->D93，再使用相同的办法定义累计的车船使用税的

同期+-额和同期+-%。 

2)、定义条件 

我们点击条件标签，显示如下： 

 
图 12-36 

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的条件就是各个地区的单位代码，由于合计是以下所有单位的和，

因此， 对于合计，是没有任何约束的，合计的条件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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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市，代码=”2010000”，因此北京市的条件为 id()=” 2010000”。 

以次类推，填写宜昌、襄樊的条件。 

我们细心就不难发现，这些代码是有规律的。根据单位代码编制说明，地市代码是中间

两位， 这些代码的地市码部分是从”01”开始依次递增的。 

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更为方便的办法，点击右上角的操作按钮，弹出以下界面， 

 
图 12-37 

选择自定义填充，弹出以下定义界面， 

 
图 12-38 

选中“01”，按一下右边鼠标所在的按钮，可以发现，“01”变成了粗体字，确定，发现

所有的条件都已自动填充好了。 

至此，这张分析表的定义就完成了，我们就可以在系统运行系统中通过刷新分析表来得

到分析结果了。 

 固定分析表应用举例三  

以“税收收入分税种收入情况表”为例详细介绍排名如何定义。 

1、画出报表格式 

进入设计系统，打开要定义分析表的报表任务，新增固定分析表，并编辑固定分析表成

如下报表格式。 

 
图 12-39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124- 

 2、定义分析区 

这是电月报中一张分地区统计累计收入的分析表，我们分析发现. 

表中的每列的指标是一样，所不同的是，每行统计的是不同的地区。因此我们不难发现，

这是典型的行条件列指标。条件是 id()=各个地区的单位编码。各个分析区的定义参考固定

分析表应用举例二。 

3、排名公式 

和 excel 中一样，系统中排名是采用公式来实现的。我们先定义按税收收入合计的地区

排名。选取 C 列所有变量表元，点击工具栏上右上角 按钮，弹出公式定义向导， 

 
图 12-40 

公式格式如上图所示， 

B$表示是哪个表元的排名， 

“B4:B39”，表示哪些表元参加排名 

0 表示降序排名，1 表示升序排名 

确定，检查 C 列表元公式，可以发现，  

C4=RANK(B4，"B4:B39"，0)  

C5=RANK(B5，"B4:B39"，0) 

…. 

我们用同样的办法定义其余的排名 。 

至此，这张分析表的定义就完成了，我们就可以在运行系统中通过刷新分析表来得到分

析结果了。 

 浮动分析表应用举例 

以“税收收入分税种收入情况表”为例详细介绍分地区指标如何定义。 

1、画出报表格式 

进入设计系统，打开要定义分析表的报表任务，新增固定分析表，并编辑固定分析表成

如下报表格式。 

 
图 12-41 

2、定义分析区 

这是一张分地区统计应征税源的分析表，我们分析发现，表中的每列的指标是一样，所

不同的是，每行统计的是不同的地区。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分析区非常适合采用浮动

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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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步骤： 

1)、取指标 

选中第二列开始彩色部分的全部表元，点击主菜单 [定义｜新增/编辑分析区]，或者点

击工具栏右上角 按钮，弹出如下定义界面。 

 
图 12-42 

拾取指标方法参见固定分析表应用举例二中定义办法。定义完指标后，关闭分析区定义

界面，保存分析区。 

2）、浮动设置 

点击报表中表元 A4，右键，浮动设置，弹出如下界面， 

 
图 12-43 

确定以后，可以看到报表变成了如下图所示， 

 
图 12-44 

至此，这张分析表的定义就完成了，我们就可以在运行系统中通过刷新分析表来得到分

析结果了。以下分别是在省局和地市局刷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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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5 

 
图 12-46 

5 如何自定义报表期 

5.1 概述 

在设计报表任务时，必须要指定任务的报表期类型，常用的报表期类型有年报、半年报、

季报、月报、半月报、旬报、周报、日报、五日报、年周报、任意报等。这些报表期的任务

数据的报送间隔时期是系统设定的，用户不能更改。 

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这些报表期类型并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用户需要自己设定数据的

报送间隔时期，比如：三日一报，或一日三报。这都需要由用户来自己定义报表期。 

自己定义报表期时，用户要指定报表期的显示格式、如何取前一报表期、如何取后一报

表期；以及在设定分析表的分析范围时，如何得到常用分析范围中的年、月、日等。 

5.2 自定义报表期的维护 

在分析版设计系统中，可通过两处进入自定义报表期的维护界面，下面为您讲述如何进

入自定义报表期维护界面。 

方式一：通过“新建任务”对话框进入自定义报表期的设置界面。“新建任务”对话框

如图 12-47 所示，输入了任务名称、任务标题后，选择报表期类型为“自定义报”，该对话

框将出现“自定义报表期类型”下拉框，点击下拉框右侧的 按钮，即可打开自定义报表

期设置对话框，如图 12-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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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7 

方式二：如图 12-48，在编辑任一个任务时，点击菜单栏【定义|自定义报表期】，即可

打开自定义报表期设置对话框，如图 12-49 所示。 

 
图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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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9 

自定义报表期设置界面如图 12-49，该界面可维护与定义当前系统中的自定义报表期，

相关定义详情请见下节，相关维护详情如下。 

增加 

点击 按钮，系统弹出对话框，如图 12-50 所示。此对话框用于设置自定义报表期

类型，如三日报、一日三报等，并且可设定报表期是否来自代码组。 

 
图 12-50 

删除 

点击 按钮，将删除选定的自定义报表期类型。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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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修改自定义报表期类型。 

保存 

点击 按钮，可保存“得到前一期”、“得到后一期”、“显示格式”等的修改。 

类型说明 

点击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输入对选定自定义报表期的文字说明，如图 

12-51 所示。 

 
图 12-51 

测试公式 

点击 按钮，可测试选定的自定义报表期，并得到计算结果。 

预览 

点击 按钮，可预览选定的自定义报表期，并且可以向前、向后翻动，得到前几期

或者后几期报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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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2 

5.3 自定义报表期的定义 

自定义报表期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定义：通过系统函数定义与通过代码组定义。 

方式一： 

通过系统函数定义。增加自定义报表期类型时，不勾选“报表期来自代码组”。新增成

功后，开始定义自定义报表期类型的“得到前一期”、“得到后一期”、“显示格式”、“最佳报

表期”、“得到年”、“得到月”、“得到日”的表达式。其中，“得到前一期”、“得到后一期”、

“显示格式”、“最佳报表期”为必填表达式。 

 
图 12-53 

例如，如图 12-53 所示，新增一个类型为“三日报”的自定义报表期，新增完毕，开

始定义该自定义报表期的“得到前一期”、“得到后一期”、“显示格式”等表达式，表达式详

情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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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前一期 

根据报表期计算出前一期报表期，此处表达式应为： 

if(right(@bbq,2)="01",if(mid(@bbq,4,2)="01",Str(AsInt(left(@bbq,4))-1)^"1210",left(@bbq,4)^f

ormat("%.2d",AsInt(mid(@bbq,4,2))-1)^"10"),left(@bbq,6)^format("%.2d",AsInt(right(@bbq,2))

-1)) 

得到后一期 

根据报表期计算出后一期报表期，此处表达式应为： 

if(right(@bbq,2)="10",if(mid(@bbq,4,2)="12",Str(AsInt(left(@bbq,4))+1)^"0101",left(@bbq,4)^f

ormat("%.2d",AsInt(mid(@bbq,4,2))+1)^"01"),left(@bbq,6)^format("%.2d",AsInt(right(@bbq,2))

+1)) 

显示格式 

在在线设计插件中报表期的显示文字，前面我们用到的@bbq 是报表期的内部表示，比

如三日报中的“20050105”，但在显示给用户看的时候，会显示为“2005 年 01 月 13～15 日”，

这样用户比较容易理解。此处表达式可以为： 

left(@bbq,4)^"年"^mid(@bbq,4,2)^"月"^if(right(@bbq,2)="10","28日～月末",format("%.2d",(A

sInt(right(@bbq,2))-1)*3+1)^"日～"^format("%.2d",AsInt(right(@bbq,2))*3)^"日") 

最佳报表期 

即装入任务后，默认显示的根据业务规则最适合当前日期时间的报表期。此处表达式可

以为： 

Str(year(today()))^format("%.2d",month(today()))^format("%.2d",trunc((day(today())-1)/3+1,0)) 

得到年 

即如何得到报表期中的“年”。此处表达式可以为： 

left(@bbq,4) 

得到月 

即如何得到报表期中的“月”。 

得到日 

即如何得到报表期中的“日”。 

得到年月日的函数只是为设定分析范围时，常用分析范围里有“本年度”，“本月”等。

可根据需要实现。 

方式二： 

通过代码组来定义。在实际应用中，有些用户需要的报表期类型并不具备能独立用函数

表达出来的规律；这时，可以利用代码组，将报表期的某些特征数据记录下来，或者更极端

的，可以直接将需要用到的所有报表期存放到一个代码组中，然后在设计自定义报表期的时

候通过访问该代码组来运算出具有特殊规则的上期报表期和下期报表期，最佳报表期等等；

这就是自定义报表期设计的另一种方式――通过代码组来定义。具体过程如下所述。 

增加一个自定义报表期类型，并勾选“报表期来自代码组”，表示可根据当前报表期找

出前一期、后一期、显示格式等。新增成功界面如图 12-54 所示，新增自定义报表期类型

“代码组”，此时系统会默认用访问代码组的方式建立各函数的表达式，并默认使用“报表

期”作为存放报表期内容的代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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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4 

仔细阅读各函数会发现，此时得到前一期、得到后一期、最佳报表期都是根据函数

offsetcodestr 从代码组“报表期”中计算得到，报表期的显示格式就是代码组中的代码。最

佳报表期计算的是第一期。（offsetcodestr 函数的用法见“函数清单”）要注意，系统默认编

写的这些函数主要起演示的作用，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规则随时对各个函数进行修

改，其中的代码组名称“报表期”，也可以更换成其他的任务中具有实际意义的代码组名。 

例如：代码组“报表期”的内容如下： 

代码 文字串 

2008 甲子 

2009 乙丑 

2010 丙寅 

2011  丁卯 

2012 戊辰 

2013 己巳 

2014 庚午 

2015 辛未 

2016 壬申 

2017 癸酉 

则前一期、后一期、显示格式、最佳报表期等都可以由函数 offsetcodestr 计算得到。 

注意：报表期的表示方法： 

报表期在本系统中是由 8 个字符组成的字符串，起的作用只是区分各期的数据。报表期

可为任意字符。 

例如：月报任务中，报表期的表示方法为：yyyymm----。 

旬报任务中，报表期的表示方法为：yyyymmdd，其中前 4 位表示年，5、6 位表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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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位表示旬。 

在三日报中，报表期的表示方法为：yyyymmdd，其中前 4 位表示年，5、6 位表示月，

7、8 位表示第几个三日，如 02 表示第 2 个三日，即从 04 日--06 日，dd 的取值从 01 到 10。 

5.4 自定义报表期的使用 

完成自定义报表的维护和定义后，就能使用已定义成功的自定义报表期类型了。新建任

务，如图 12-55 所示，输入任务名称与任务标题，选择报表期类型为“自定义报”，点击自

定义报表期类型处的 按钮，下拉框出现已定义成功的自定义报表期类型，如图中的“三

日报”与“代码组”，选择自定义报表期类型，如选择“三日报”，设置完毕，点击

创建任务。任务设计完毕后，一旦发布，便不可再更改系统的报表期类型。 

 
图 12-55 

任务发布后，使用运行系统填报任务，如果当前填报任务的报表期类型为“三日报”，

点击报表期栏的 按钮，报表期下拉框如图 12-56 所示，该下拉框默认仅显示最佳报表期

与“新增”选项，点击 在弹出的新增报表期对话框中可将其他报表期添加至报表期下

拉框。 

 
图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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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7 

6 如何自定义汇总方案 

进入【定义|汇总方案】，弹出以下界面： 

 
图 12-58 

通过“新增”可以增加一种汇总方案，一种汇总方案里可以有多个汇总条件。 

汇总节点选择条件：可以通过 ID（）=“XXXX”来指定汇总户的代码 

汇总条件：这里的 ID 表示需要参与汇总的下级代码。 

默认汇总：当所需要汇总的节点代码不满足“汇总节点选择条件”设置的 ID（）时，

是否需要按照默认的汇总方式进行汇总，若不勾选则不产生汇总数据。 

图 12-58 表示当汇总数据时，需要汇总的节点中 ID 为 000000 的节点只需要汇总其直

接下级 800000 的数据，其余汇总节点不进行汇总。若 800000 的汇总数据也有特殊要求，可

以添加第二个汇总条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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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9 

此例表示当汇总数据时，需要汇总的节点中 ID 为 000000 的节点为其下级 800000 的数

据，其下级 800000 的数据包含其直接下级 810000 和 870000 的数据，其余汇总节点不产生

数据。 

设置完成后可以在表元属性、报表属性、任务属性中指定一种自定义的汇总方案，如下

图： 

定义表元的汇总方案： 

 
图 12-60 

定义报表的汇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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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1 

定义任务的汇总方案： 

 
图 12-62 

汇总方案优先级：在一个任务中可同时设置了表元、报表、任务的自定义汇总方案，优

先级为表元>报表>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此表元设置了汇总方案则以表元的汇总方案进行汇

总，若表元没有设置汇总方案则按照报表的汇总方案来汇总，若未设置报表的汇总方案则按

照任务的汇总方案来汇总，若均没有设置按照默认的汇总方式进行汇总。 

注：自定义汇总方案生效的前提是必须勾选报表属性中“本表需要汇总"或表元的"自动

汇总项”。 

在“视图”->“自动汇总”菜单点击，可以方便查看各表元采用的汇总方案; 

变长表的汇总方案： 

 对于变长表，不允许对表元设置汇总方案，变长表的所有的表元汇总方案都采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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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汇总方案设置; 

7 如何定义数据一致性补录 

【功能简介】 

录入数据时，点击热链接，可通过模糊查询将定义的关联任务中部分表元的数据回写到

当前任务中，也可以修改关联任务的数据达到关联任务数据与当前任务数据一致。 

如下图： 

 
图 12-63 

点击链接表元 弹出关联数据窗口： 

 

图 12-64 

在输入框中输入关联数据的部分文字，会自动在下拉框中显示模糊匹配到的关联数据。

选择其中一项，系统打开该数据的相关任务，显示数据详情。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138- 

 

 

图 12-65 

点击确定后，系统自动将关联任务中需要回写的数据回写到当前任务中。 

若下拉列表中不存在此选项，可以点击下拉列表中的"新增"项，弹出输入数据ＩＤ的对

话框： 

 

图 12-66 

输入后在下方打开新数据的插件界面：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139- 

 

图 12-67 

输入数据后点击确定，数据将保存在关联任务中，并自动将需要回写的表元回写到当前

任务中，实现了两个任务的数据一致性。 

【配置说明】： 

１、定义 URL 链接表元 

在表元属性"url 链接"中输入链接用的 js 代码，例如： 

#01 js: 

#02 var params = []; 

#03 params.push("taskid=@taskid"); 

#04 params.push("bbq=@bbq"); 

#05 params.push("bbh=@bbh"); 

#06 params.push("btype=@btype"); 

#07 params.push("rpt=@CCXXB"); 

#08 params.push("matchtaskid={F00DDD3D-20F9-47BE-96BC-5C629CCB3319}"); 

#09 params.push("matchbbq=20100103"); 

#10 params.push("matchbtype=0"); 

#11 params.push("condition=bbh,<#=UpId()#>;btype,0"); 

#12 params.push("matchrpt=B7"); 

#13 params.push("cells=K2"); 

#14 params.push("matchcells=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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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arams.push("returncells=D2,E2"); 

#16 params.push("canadd=false"); 

#17 params.push("canview=true"); 

#18 params.push("autobbhid=true"); 

#19 var url = serverPath+'/client/selectrelateinfo.jsp?'+params.join('&'); 

#20 var value = this.openModalDialog(url,700,350); 

#21 if(value){ 

#22     var map =new Map(value,';','='); 

#23     this.setCellValue('CCXXB->C2',map.get('D2')); 

#24     this.setCellValue('CCXXB->E2',map.get('E2')); 

#25     this.pluginObj.doCommand('clearExpCache'); 

#26 } 

其中 

第１行，js: 或者是 javascript: , 表示此链接表元执行的是一段 javascript 脚本。如果没有这

一行，点击热链接浏览器会报 404 错误。 

第 2-18 行，定义一些参数。 

第 19 行，将参数传给 url 

第 20 行，this.openModalDialog(url,700,350)，在一个模态窗口中打开 url 链接，你还可以指

定窗口的宽度和高度。在窗口关闭时可以取得它的返回值: value 

第 21 行，检查返回值有否有内容，有的话， 

第 22 行，对返回值进行解析，生成一个 map 对象。 

第 23,24 行，从 map 中取得相应值(map.get(...))回写至指定表元(this.setCellValue(...)。 

第 25 行，清除插件上的计算公式缓存．一般在任务中有 TC 这类取数公式时才使用． 

代码需要注意大小写。 

第 25 行,this.pluginObj.doCommand('clearExpCache');; 执行插件命令 清除计算公式中数据缓

存，如 TC 取数的缓冲等，在 JS 调用此方法后，重新点击计算，TC 会从新从数据库中获得

数据。此方法用来解决，在弹出的关联任务页面中修改了数据，而主页面中原来有 TC 公式

数据不能实时更新的问题。 

如果需要在此处执行其它插件命令同样使用 this.pluginObj.doCommand('插件命令   命令参

数'); 

2、URL 参数说明 

url 中用到的参数说明如下表： 

参数名 是否

必选

项 

说明 

taskid  是  当前任务的 tas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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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q  是  当前报表期  

bbh  是  当前报表户  

btype  是  报表户类型  

rpt  是  当前报表  

matchtaskid  是  模糊匹配查找时对应的任务 ID（也可以是任务的 GUID）  

matchbbq  是  模糊匹配任务的 bbq, 新增数据保存时将采用此报表期  

matchbbh  否  
新增数据时，打开模糊匹配任务用的的报表户 id．如果未指定，由报表

户 id 由 autobbhid 参数决定．  

matchbtype  是  模糊匹配任务的报表户类型  

matchupid  否  
新增数据时，模糊匹配任务用的上级代码，不指定时采用当前登录的汇

总户做 upid.  

matchrpt  是  模糊匹配查找时对应的报表  

opencell  否  
指定一个原任务的表元，当此表元有值时，以它为 userid 打开关联任务

数据．此参数在 canupdate=true 时才会起作用 

cells  否  
A5,B5,C5   当前任务的表元字段，模糊搜索时需要用到的条件值从这些

表元获得, 多个表元之间用逗号分割.不需要搜索条件时不需要此参数。  

matchcells  是  
B4,B8,B10  模糊匹配需要用到的字段, 多个表元之间用逗号分割  

注意，字段顺序应与 cells 保此对应，不得少于 cells 的字段数。  

returncells  是  
B4,B8,B11 返回那些表元的值，如果不传，表示返回整个表的表元的值  

返回值的格式为  B4=abcffd;B8=234434;B11=affffd  

canupdate  否  表示是否可以修改已有的选择项的信息  

canadd  否  是否可以添加选择项  

canview  否  
是否可以看到关联数据的详情。为 true 时，选择一个匹配项将打开指定

数据。但是只能查看，不能修改。  

autobbhid  否  
新增时，报表户ＩＤ是否自动生成。true 是自动生成。false 或不传此参

数时是提示用户输入。 (当 matchbbh 为空时，此参数才启作用．) 

calc  否  
在上报前是否自动计算。不指定时不计算。为 true 时计算为 false 时不计

算。  

condition  否  

用于传递一些额外的一些模糊匹配条件．格式为：  

表元 1,值 1;表元２,值２;表元 3,值 3  

其中每个条件用;号分隔，条件键值对用,号分隔(不是等号)．  

如果需要用报表户，报表期，报表户类型做条件，则格式为：  

bbh,0130010;btype,9;bbq,200912-- （build 19328+支持）  

上表中,是否必选项为"否"的,根据需要来取舍.而为"是"的参数必须指定. 

所有涉及到表元的参数，必须用表元名，而不是表元属性中的字段名。 

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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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update：如果为 true,则在搜索下拉框中选择一项后，自动打开该项的任务数据，你可以

对数据进行修改，确定后将保存并回写到指定表元中。 

Canadd：如果为 true, 则在搜索下拉框中显示一个"新增..."项，点击后会提示你输入数据Ｉ

Ｄ，输入后在下方打开新数据的插件界面。 

Canview：如果前两参数都不指定，本参数 true, 则在搜索下拉框中选择数据项后在下方打

开该数据的任务。 

这几个参数会打开插件，所以登录用户必须要有打开此数据的权限。如果当前任务与要模糊

匹配的任务不在同一个任务组，需要用服务器用户并授其此两个任务的数据填报权限。 

为适应复杂的应用场合，在 url 中还支持宏和表达式， 

宏的名称  宏的作用  

@bbq  报表期  

@userid  单位代码  

@btype  单位类型  

@cell  表元名  

@celltype  表元类型  

@cellvalue  表元的值  

@taskid  任务的 ID  

@dataset  当前任务的数据集  

<%=表达式%>  一个表达式，如<%= asstr(xxb->A5+xxb->B5)%>  

你可以在 url 中任意位置写以上宏或表达式, 程序在运行时会自动替换为实际值. 

3、任务属性设置 

为了能方便的新增或修改关联任务的数据, 请将关联任务的以下两个任务属性打勾： 

 能填写最佳报表期外的其他报表期 

 汇总户可以上报不在单位列表中的报表单位的数据” 

8 如何自定义标准数据的导出方式 

在服务器上点击【工具】->【导出标准数据】弹出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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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8 

系统默认的导出标准数据的方式是：导出全部和导出选择。 

导出全部：导出所有报表的所有数据表元字段； 

导出选择：用户可自由选择任意的数据表元字段。 

系统提供了自定义导出标准数据的方式，当定义了此方式后，在服务器上点击【工具】

->【导出标准数据】后出现用户自定义的方式，如下图： 

 

图 12-69 

图中红色区域为用户自定义的导出标准数据的方式。 

设置方法为： 

1. 建立代码组，代码组中的每一项代表一种自定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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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0 

2. 点击【工具|自定义属性】为表元扩展一个 CSV属性： 

 

图 12-71 

属性名：必须填写大写的“CSV”，服务器通过此字段转换为标准数据的导出方式； 

属性中文名：替换服务器上按“XXXX”方式中“”中的内容； 

关联代码组：选择在步骤 1中定义的代码组，代码组的项对应于服务器上可勾选的方式。 

3. 选择一组表元，将这些表元的 CSV属性的值赋予代码组中的一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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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2 

4. 通过【收发|发布任务】将任务发布到服务器，用户登陆服务器后可看到如图 12-69 的

导出标准界面。用户勾选某一选项代码进行导出时，即表示导出自定义属性为该代码的所有

表元。 

9 如何制作审核说明表 

新建一张变长表，将【表元显示方式】设置为【表元字段名称】，为该审核明细表设置

字段。输入字段名 RPNAME、PLANARKEY、AUDITTAG、AUDITEXP、AUDITNOTE、AUDITINFO、AUDITOK

与 AUIDTTIME。其中，字段 AUDITOK 表示不删除审核说明记录，该字段为“0”时，表示审

核未通过；该字段为“1”时，表示审核通过。字段 AUIDTTIME 用于记录审核通过的记录，

且需和 AUDITOK配合使用。 

将【表元显示方式】设置为【正常】，为字段表元定义公式：self()。 

设置各字段表元的数据类型与字段长度，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字段名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RPNAME 字符串型 20 

PLANARKEY 字符串型 100 

AUDITTAG 字符串型 60 

AUDITEXP 字符串型 250 

AUDITNOTE 字符串型 250 

AUDITINFO 字符串型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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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OK 整型 无 

AUIDTTIME 字符串型 19 

 

图 12-73 

 

图 12-74 

 

图 12-75 

定义该审核说明表的主关键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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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6 

打开【任务属性|审核设置】，在【审核明细表】区域选择一张审核明细表，定义审核标

记前缀，勾选【需要填写审核说明】与【忽略已填写审核说明公式】，设置完毕，点击

。 

 

图 12-77 

该审核情况表支持使用代码组填写审核说明并且能够保存审核记录。运行该任务，审核

不通过时，审核明细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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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8 

审核通过时，审核明细表如下图所示。 

 
图 12-79 

10 如何嵌套打印 

通过嵌套打印，只需将背景图片添加至报表中，便可在背景图片上进行报表设计、数据

填报及打印效果预览等操作。嵌套打印设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添加背景图片。点击【插入】，选择【背景图片】。系统弹出【设置背景图片】

对话框，添加图片路径，点击 。 

 
图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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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1 

 
图 12-82 

第二步，报表属性设置。打开【报表属性设置】，选择【其他】，勾选【套打】。 



分析版_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150- 

 
图 12-83 

第三步，添加表头。点击【插入】，选择【表头表尾-数据项】。将表头放到指定位置并

调整大小。右键点击表头，选择【属性】，弹出【表元属性】对话框，在该对话框内设置表

头编号。 

 
图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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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5 

 
图 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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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7 

 
图 12-88 

第四步，任务属性设置。打开【任务属性】，选择【显示设置】，取消勾选属性【运行时，

固定表头表尾，不允许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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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9 

第五步，运行系统报表属性设置。使用运行系统填报报表，打开【报表属性设置】，勾

选【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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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0 

第六步，基层户打印设置。基层户填报完成后，点击【任务】，选择【打印设置】，弹出

【打印设置】对话框，勾选【打印时也打印背景图片】。 

 
图 12-91 

说明： 

1. 表元 0 值不打印：打印预览时，如果表元(表头)的值为 0 ，则不绘制表元值； 

2. 打印时也打印背景图片：打印时将背景图片连同文字一起打印； 

3. 彩色打印：所需打印的文字打印为彩色； 

4. 字体显示比例：字体的放缩比例(范围：0~200)； 

5. 页边距：背景图片左上角距离画布原点的位置(范围：-200~200)； 

6. 打印机设置：设置打印机的名称。 

注意： 

嵌套打印不支持变长表； 

含有多选框和单选框的表头暂不支持背景色透明； 

使用"全部打印"或"打印选择表"时，无论报表是否设置套打属性，报表均以普通方式打

印。 

11 如何实现代码组联动 

11.1 概述 

代码组联动，是指一个代码组表元的值影响到另一个代码组表元值的选择，例如，某代

码组表元的值选择为一个省，则另一个代码组表元的下拉选项必须为该省下面的市县。目前

越来越多的任务需要使用代码组联动，代码组联动既可以通过层级代码联动显示，也可以通

过代码间的辅串联动显示，下面具体讲述这两种代码组联动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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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代码组联动的实现 

11.2.1 层级代码联动显示 

有两个代码组“行政区划（省）”与“行政区划（市县）”，“行政区划（省）”如图 12-92

所示，该代码组为单级代码组，包括各省信息，“行政区划（市县）”如图 12-93 所示，该

代码组为多级代码组，其包括各省、市、县三级信息。新建一张报表如图 12-94 所示，B2

与 B3 皆为代码组表元，其中 B2 表元使用的代码组为“行政区划（省）”，B3 表元使用的代

码组为“行政区划（市县）”，需要实现的是，B2 表元选择某省或直辖市之后，B3 表元的下

拉选项只能为该省或直辖市下面的市县。 

 
图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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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3 

 
图 12-94 

打开“行政区划（市县）”的代码组设置对话框，如图 12-95 所示，点击“代码显示”

选项卡，在“顶级代码”处输入“B2”，表示该代码组的顶级代码为当前报表的 B2 表元，

如不需要显示顶级代码，则勾选“不显示顶级代码”，设置完毕，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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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5 

使用基层户登录进行填报，如图 12-96 所示，该图为勾选“不显示顶级代码”的层级

代码联动显示效果图，B2 表元选择了“北京市”以后，B3 表元的下拉选择框仅显示北京市

下级的市县信息。若不勾选“不显示顶级代码联动”，如图 12-97 所示，B2 表元选择了“北

京市”后，B3 表元的下拉选择框显示了北京市及其下级市县的信息。至此，我们实现了层

级代码联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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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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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7 

注意：层级代码联动显示使用的顶级代码必须一致，如以上示例中的“省级代码”必须

一致。 

11.2.2 代码组辅串联动显示 

代码组“职务”如下所示，该代码组由三部分组成：代码、主文字串与辅文字串。 

代码 主文字串 辅文字串 1 

00 医师 0 

10 护士 1 

代码组“科室”如下所示，该代码组也由三部分组成：代码、主文字串与辅文字串。 

代码 主文字串 辅文字串 1 

01 预防保健科 0 

02 全科医疗科 0 

03 内科 0 

04 外科 1 

05 妇产科 1 

06 妇女保健科 1 

新建一张报表，如图 12-98 所示，B2 表元与 B3 表元均为代码组表元，其中，B2 表元

使用的代码组为“职务”，B3 表元使用的代码组为“科室”。需要实现的是，B2 表元选择了

职务后，B3 表元的下拉选择列表仅出现有该职务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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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8 

打开“科室”的代码组设置对话框，点击“代码显示”选项卡，在“显示条件”处输入：

codestrn("科室",@code,1)=codestrn("职务",xxb->B2,1)，该条件表示，代码组“科室”中，仅

显示与 B2 表元所选代码的辅文字串 1 相同的代码，点击 完成设置。 

 
图 12-99 

使用基层户登录填报，如图 12-100 所示，B2 表元选择“医师”以后，B3 表元的下拉

框仅出现“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三个选项，代码组辅串联动显示成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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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0 

12 如何使用视图表设计嵌入表 

第十章已经讲述了如何定义视图表，在实际工作需求中，可能需要用到功能更加复杂的

嵌入表，如图 12-101 所示，本节举例说明如何使用视图表设计嵌入表。 

 
图 1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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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新建一张视图表如图 12-102 所示，该表分为 A、B、C、D 四部分。A、C、D

为固定表元，A 链接至变长表“B1”，C、D 分别链接至基本表“B2”与“B3”。 

 
图 12-102 

第二步，为 B 部分定义功能按钮。以 A2 表元为例，该表元处需要定义一个“新增记录”

按钮，打开表元属性，在“url 链接”处输入脚本“cmd:clearsheet rpt=B2 calculate”，输入完

毕保存表元属性，并分别为功能按钮表元定义“url 链接”，相关脚本请参考表 12-1。设置

完毕，如图 12-104 所示。 

表 12-1 

功能 对应脚本 脚本作用 

增加 
cmd:clearsheet rpt=B2 

calculate 
清空并可以开始填报表“B2” 

保存 

cmd:appendrow 

masterdetail=true;src=B2;dest=B1 

calculate 

将表“B2”的已填数据保存至变

长表“B1” 

删除 cmd:DeletePlanarRow rpt=B1 删除表“B1”的选中行 

修改 

cmd:UpdatePlanarRow 

masterdetail=true;src=B2;dest=B1 

calculate 
修改表“B1”的选中行 

查询 cmd:startqbe rpt=B2 在表“B2”中输入查询条件 

查找 cmd:exeqbe planar=B1;qbesrc=B2 
在表“B1”中查找满足查询条件

的数据 

显示全部 cmd:showplanardata B1="" 显示表“B1”中的所有数据 

首页 cmd:planarpagefirst B1 翻页至表“B1”的首页 

上一页 cmd:planarpageup B1 翻页至表“B1”的上一页 

下一页 cmd:planarpagenext B1 翻页至表“B1”的上一页 

尾页 cmd:planarpageend B1 翻页至表“B1”的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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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3 

 
图 12-104 

第三步，运行该任务，效果如图 12-101 所示，点击 B 部分对应的功能按钮可为该视图

表新增、保存、删除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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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运行系统可将管理员或管理者使用 i@Report 设计系统设计出的报表任务（表样）

通过运行系统发布到报表服务器（下图绿色箭头发布任务流程），这时填报户可通过在

线或离线的方式填报数据（蓝色箭头流程），本操作手册主要介绍的是发布任务的运行

系统，当然运行系统的功能不单单只有发布任务，还有……，接下来我们将一一学习。 

 

运行系统： 

运行系统是 i@Report网络报表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运行系统具备非常完备的功能，

但在实际工作的主要作用更多地是用在对任务的管理上，包括发布任务到报表服务器、

从服务器上下载数据到本地进行分析等。运行系统也具备数据采集功能，包括填报数据、

审核数据、汇总、上报数据、查询与分析等。 

i@Report 主要处理多级报表业务，通过层层汇总分析、上报的方式，满足各级单

位的报表数据采集业务需求。典型的 i@Report 工作流程如下：  

1、上级单位通过“设计系统”设计报表任务； 

2、在“运行系统”中装入设计好的报表任务，将任务发布到“报表服务器”上；  

3、下级单位通过 IE 浏览器登录“报表服务器”，采用“i@Report 报表插件”或“报

表精灵”填写报表数据，并经运算、审核后，上报数据到报表服务器。 

4、上级单位通过 IE 浏览器登录“报表服务器”，查看下级单位上报情况、浏览、修

改并审核上报数据、锁定上报数据、汇总数据、对未报单位进行催报。 

5、上级单位在“运行系统”中读入下级的上报数据； 

6、收到下级上报的报表数据后，上级单位对报表数据进行深入的统计分析，产生

各种统计分析表。 

特点： 

i@Report 运行系统支持多种分析形式，如固定分析表、浮动分析表、清单列表、

多维分析表、统计图等。i@Report 创造性地引入了分析区的概念，使用户可轻松便捷

地定义出任意分析表格式，也可轻松实现不同时期的同比、环比分析。同时提供了强大

的动态多维分析功能。用户只需要单击鼠标右键，就可产生按各单位指标分列表和报表

期分列表；通过多维分析定义向导，用户可以对任意指标按任意分析依据进行多维分析。 

i@Report 运行系统支持多种类型的图表(直方图、饼图、折线图、水平柱状图等等)，

支持 3D 显示，填充显示和多系列多指标，可单独打印输出，导成 JPG、WMF 等图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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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界面介绍 

1 主窗口介绍 

通过桌面的快捷方式打开运行系统或选择桌面中“开始 | 所有程序 | i@Report 分

析版 |i@Report 运行系统”来进入运行系统。图 1—1 就是运行系统的主窗口。 

标题栏显示的是当前打开的任务标题。 

屏幕右边是报表显示窗口，任务内报表都显示在这个窗口中，通过点击报表显示窗

口下方的报表标签，可在不同的报表之间进行切换。 

屏幕左边是报表户窗口，在当前报表期下的所有报表户（报表单位）全部被显示在

该窗口中。通过鼠标点击可选择相应的报表户，右边的报表显示窗口将显示该单位对应

的报表和数据。 

通过拖动报表户窗口和报表显示窗口之间的分隔线，可以改变这两个窗口的大小。 

通过拖动行列标题的分隔线可以改变对应的行高、列宽。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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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具栏、状态栏介绍 

2.1 工具栏 

 
图 1—2 

2.2 状态栏 

 

图 1—3 

3 菜单介绍 

3.1 任务菜单 

•活动任务：所有已装入的任务都会出现在该菜单对应的下拉菜单中。 

•装入任务：装入上级下发的报表任务包或一个被注销的非活动任务。 

•修改注册信息：修改任务的用户注册信息，如单位代码、名称、设置密码保护等。 

•注销任务：若某个活动任务注销，则它将不再出现在“活动任务”列表中。 

•编辑任务：切换到设计系统重新修改任务，如增删行列、编辑计算、审核公式等。 

•搜索任务：在指定的路径下搜索任务，包括任务包、活动任务、非活动任务、数据包

等。 

•检测更新任务：检测报表服务器上是否有从本任务升级的新版本的任务。 

•导出任务：将当前报表任务拷贝一个副本，然后可以对副本任务进行修改。如从上级

任务“导出”一个任务，再修改成本级单位使用的任务格式。 

•保存任务格式：保存修改后的任务格式（如系统设置、打印设置、表样等）。 

•备份任务：将报表任务的格式和数据进行备份。 

•恢复备份：从任务备份文件中恢复报表格式和数据。 

•打印：打印当前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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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打印预览，并可进行打印设置。 

•打印设置：设置各种打印参数，如纸张大小、纸张横竖、打印比例等等。 

•退出：退出运行系统。 

3.2 编辑菜单 

•撤消：撤消未保存的操作，使其恢复到操作之前的状态。通过此操作可以避免误操作

所造成的破坏。 

•复制：把选定内容复制到系统剪贴板。可以通过此操作将报表数据复制到任务中的其

他表元、EXCEL、记事本等。 

•剪切：把选定内容剪切到剪贴板。 

•粘贴：把剪贴板中的内容粘贴到当前报表的当前位置。利用此功能可以将 EXCEL 等中

的数据粘贴到运行系统报表中。 

•全选：选中当前报表的所有表元。 

•代码定位：根据报表户代码快速查找指定报表户。 

•查找替换：在当前报表中查找或替换指定的文字串。 

•表元属性：浏览或修改当前表元属性。 

•报表属性：浏览或修改当前报表的属性。 

•任务属性：浏览或修改当前任务的属性，包括上报与载入、舍位平衡、自动存盘、打

印设置、其他设置、代码审核等。 

•公式浏览：浏览所有报表中设定的计算公式和审核公式，并可将公式导出到文本。 

•计算指标：编辑计算指标。计算指标是动态定义的公式指标。 

•关联任务：设置与当前任务有取数关系的任务及任务代号。 

•代码组：设置和编辑任务中的代码组。 

•打开当前任务目录：打开当前任务所在的目录。 

3.3 报表菜单 

•结转到：根据已定义的任务对应关系将当前任务中的数据复制到目的任务中去。 

•清空当前表页：清空当前表页中的数据。当用户发现某次输入的数据大部分有误时，

可以选择此功能。 

•汇总：根据上下级关系对任务内的报表进行叠加汇总。 

•选择汇总>： 

选择汇总：对选定的多个报表户进行汇总或根据某个过滤条件进行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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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选择汇总结果：将选择汇总的结果保存到选择汇总数据集中。 

调出选择汇总数据集：调出保存的选择汇总结果。 

•审核当前表：对当前报表的数据进行审核。 

•合理性审核：对当前报表进行合理性审核。 

•审核全部>：审核全部报表。当选择了多个报表户（单位）时，则对选择单位的所有报

表进行审核。否则只审核当前单位的所有报表 。 

表内表间审核：同时对表内表间关系进行审核。 

表内审核：仅审核表内关系。 

表间审核：仅审核表间关系。 

合理性审核：对全部报表进行合理性审核。 

•当前表计算全部：对选定的多个报表户的当前表数据进行全部计算。 

•选择计算：可选择某些报表或者某个报表期进行计算。 

•计算全部：计算选择单位的全部报表。当选择了多个报表户（单位）时，则对选择单

位的所有报表进行计算。否则只计算当前单位的所有报表。 

•舍位平衡：对当前单位的数据进行舍位平衡。 

•保存舍位平衡数据：保存舍位平衡后的数据，当再次舍位平衡时，可直接调出保存的

舍位平衡数据，也可重新舍位平衡。 

•整体舍位平衡：对所有单位的报表进行集体舍位平衡。 

•调出舍位平衡数据集：当对报表进行整体舍位平衡后，可以直接调用整体舍位平衡数

据集，同时还可切换到基础数据集。 

•复制数据集：复制当前所选择数据为一数据子集。 

•数据集管理：管理任务中的数据集。 

•报表管理：管理任务中的所有报表，通过报表管理可切换到分析表。 

3.4 收发菜单 

•报表户管理：维护下级单位列表，查看上报情况等。 

•变更清单：列出本期上报来的报表户数与上期或报表列表的异同，自动给出新增或减

少的单位列表。 

•发布任务：将报表任务（参数）下发给下级单位。 

•装入任务：下级单位接收上级下发的报表任务（参数）。 

•上报数据：将填报好的报表数据上报给上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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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入数据：读入下级单位上报来的报表数据。 

•导入 excel 数据：将 excel 文件中的数据读入到报表中。 

3.5 分析菜单 

•清单列表：新建清单查询表，通过设置过滤条件建立查询清单。 

•编辑清单列表：对已建立的清单列表进行重新编辑。 

•排序设定：对分析表的选定区域进行排序设置。 

•多维分析：新建自定义多维分析表。 

•比较分析：新建自定义比较分析表。 

•刷新分析表：计算当前分析表，产生出数据。 

•统计图：根据选定的指标产生统计图。 

•统计图管理：对统计图进行编辑管理。 

•过滤条件管理器：集中管理系统中设定的过滤条件，包括新增、删除过滤条件等。 

•分析范围设置：设置分析表的分析范围。 

•分析模板：将分析范围存为分析模板后集中管理。 

•分析报告：新建分析报告模板，根据模板产生分析报告文档。 

3.6 设置菜单 

•视图>： 

行标题：显示/关闭行标题。 

列标题：显示/关闭列标题显示/关闭行标题。 

状态行：显示/关闭状态条。 

报表期和显示比例：显示/关闭报表期和显示比例窗口。 

工具栏：显示/关闭工具栏。 

•报表标签>： 

代号：报表标签上显示报表代号。 

简称：报表标签上显示报表简称。 

详细名称：报表标签上显示报表详细名称。 

•表元移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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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优先：当使用回车键移动录入焦点时先移动到右边的表元，到最后一列时，则移

动到下一行第一列。 

列优先：当使用回车键移动录入焦点时先移动到下边的表元，到最后一行时，则移

动到下一列第一行。 

•不滚动行列：锁定报表中的行表头、列表头。 

•关闭计算公式： 关闭所有计算公式。但含有历史指标的公式（含@-）仍将被计算。 

•工作状态>： 

浏览修改：当前工作状态为浏览修改状态。 

示例查询：当前处于示例查询的结果状态。按 F3 可切换回浏览修改状态。 

舍位平衡：当前处于舍位平衡状态。按 F4 可切换回浏览修改状态。 

报表数据保护：当前处于数据保护状态， 按 F5 进入或取消数据保护。 

打印颜色：在表元属性中设置了表元的打印颜色后，通过此状态可显示出设置的表

元颜色。 

•舍位平衡参数： 设置舍位平衡的参数，包括调整的数量级、保留的小数位、调整后的

计量单位。 

•连接管理：设置与报表服务器的连接参数。 

•系统设置：设置运行系统中的默认工作目录和脚本运行间隔时间。工作目录包括上报

目录、审核目录、数据包目录和任务目录。 

3.7 工具菜单 

•脚本：编辑管理程序脚本。 

•从关系任务中拷贝数据： 在已定义好指标对应关系的两个任务之间进行数据拷贝。 

•任务对应关系定义：定义两个任务之间的指标对应关系。 

•删除对应关系：删除两个任务间的对应关系。 

•数据库整理：整理报表任务的数据库。等同于 FoxPro 中的 Reindex + Pack。 

•修改报表代码：修改下级报表户代码，或上级代码。 

•数量级调整：将报表数据根据给定的数量集系数进行调整。 

•公式计算：动态公式计算，相当于计算器。 

mailto: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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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帮助菜单 

•系统帮助：运行系统的操作说明。 

•函数清单：运行系统中的函数说明。 

•关于：运行系统的版本说明。 

3.9 弹出菜单 

1、标签弹出菜单：用鼠标右键单击报表标签栏，可以弹出如下菜单。通过该菜单用户

可以选择报表标签显示方式、快速切换到首尾报表、并可快速定位到某张报表等。 

 

图 1—4 

2、报表户窗口弹出菜单：鼠标右击报表户列表窗口，弹出如下菜单： 

 

图 1—5 

•显示所有记录：将所有有本期数据的报表户显示在报表户窗口中。 

••显示未通过审核的记录：仅将未通过审核的报表户显示出来。 

•列出不在树型结构中的报表户：仅显示不在树型结构中的报表户。 

•列出全部基层单位：列出报表户中的基层单位。 

•选择全部：选择全部报表户。 

•选择全部基层报表户：选择全部的基层报表户。 

•清除选择：将最近一次选择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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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全部：重新计算选择的报表户的数据。 

•审核全部：审核所有报表。 

•当前表计算全部：对选定的多个报表户的当前表数据进行全部计算。 

3、报表弹出菜单：将鼠标定位任何一张基本表中，右击鼠标弹出菜单。 

 

图 1—6 

•常用多维分析>：系统提供的常用多维分析模板。 

按下级单位分列：系统提供的多维分析的一种方式，选择任何一个或几个指标，系

统自动将所有下级单位的指标分列在一张表中。 

按报表期分列：系统根据报表期列出所选指标的数据。 

按年（月、季）分列：系统将所选指标按指定的年、月、季进行分列。 

历年同期分列：系统将所选指标历年同期的数据据分列出来。 

•多维分析：系统除了提供四种固有的常用分析，还可以让用户自行定义更复杂更丰富

的多维分析。 

•清单列表：系统根据用户设置生成查询清单表。 

•比较分析：新建自定义比较分析表。 

•统计图：根据选定的指标产生统计图。 

•复制：把选定内容复制到系统剪贴板。可以通过此操作将报表数据复制到任务中的其

他表元、EXCEL、记事本等。 

•剪切：把选定内容剪切到剪贴板。 

•粘贴：把剪贴板中的内容粘贴到当前报表的当前位置。利用此功能可以将 EXCEL 等数

据复制到运行系统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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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选：选定当前报表的所有表元。 

•另存为>：将报表另存为其他格式。 

另存为 HTML：将当前报表以 HTML 文件的形式保存。 

另存为 EXCLE：将当前报表以 EXCLE 的工作表形式保存。 

另存指标为文本：将所选定指标的数据保存为文本文件。 

•属性: 浏览或修改当前报表或表元的属性。如果选中某一表元，则属性为表元属性。

如果点击报表表头表尾等空白处，则属性为报表属性，如果选中的是表头表尾，则属性

为表头表尾的属性。 

3.10 运行系统快捷键 

快捷键 功能 

CTRL+C 复制选定内容 

CTRL+X 剪切选定内容 

CTRL+V 将复制或剪切的内容粘贴到指定位置 

CTRL+A 选择全部 

F3 示例查询 

F4 舍位平衡 

F5 报表数据保护 

F6 打印颜色 

F9 计算全部 

F10 表内表间审核 

DELETE 删除选定内容 

4 基本工作流程操作指南 

管理员或上级汇总管理单位使用运行系统的主要流程是这样的： 

1、装入在设计系统中设计好的报表任务 

2、建立下级单位列表，并发布任务到报表服务器 

3、从服务器上下载数据 

4、汇总下级数据 

5、对数据进行分析，产生各种统计分析结果。 

一、案例背景 

下面结合一个实例介绍上级单位怎样运用运行系统进行任务和数据处理。 

本例中使用的是某单位设计的任务“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任务中有七张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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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信息表、三张基本张、三张变长表。任务中主要是收集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固定资产

建设项目情况。 

任务中的一张基本表如下图所示： 

 

图 1—7 

用户首先要在设计系统中根据要求设计出表样，定义计算公式和审核公式等。任务

设计好后，就可在运行系统中装入。 

二、装入任务 

在设计系统中设计的任务中以*.NPR 的形式存在于磁盘上的，如本例中任务在磁盘

上存在的文件名为：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NPR。 

要在运行系统中装入设计好的报表任务，可直接点击有菜单【收发｜装入任务】，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磁盘文件”方式，找到保存在磁盘上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

报.NPR”就可将此任务装入到运行系统中。 

三、发布任务 

各下级单位要从报表服务器上下载报表任务或者在线填报，必须保证在报表服务器

上存在相应的任务。上级单位在运行系统中装入任务后，就可将任务发布到报表服务器

上，供下级单位下载或在线填报。 

点击主菜单【收发｜发布任务】，选择报表服务器就可将报表任务发布到报表服务

器上。 

四、读入下级数据 

下级单位上报数据后，上级单位就可将下级数据读入到任务中。根据下级上报数据

方式的不同，上级单位读入数据的方式也不同。如果下级将数据上报到报表服务器，则

上级单位可从报表服务器上下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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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主菜单【收发｜读入数据】，选择报表服务器方式，就可将报表服务器上的数

据下载并读入到任务中。 

五、汇总 

上级单位在下载完所有下级单位的数据后，就可将所有下级单位的数据汇总到一

起。 

六、审核 

上级单位在下载并汇总完下级单位的数据后，可对数据再进行审核。 

七、上报 

上级单位在汇总完数据后，有可能还要将数据上报级他的上级。上报数据也有不同

的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八、统计分析 

上级单位收集了所有下级单位的数据后，就可根据需要产生各种统计分析结果。如

果在设计系统中设计了分析表，则在运行系统中直接刷新分析表，就可产生分析结果。

用户也可以用多维分析、清单列表等分析方法产生其他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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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装入任务 

设计系统是与运行系统一起安装的，安装后在桌面上产生“i@Report 运行系统”

快捷方式，双击此快捷方式即可进入运行系统。 

运行系统中的任务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NRP 目录，另一种*.NSK 任务包文件，

任务包（*.NSK）实质上是对任务目录（*.NRP）下所有内容的一个压缩包。 

根据任务来源的不同，装入的任务形式也不一样。在设计系统中设计任务时，任务

是以*.NRP 目录的形式存在的，上级单位在设计系统中将报表任务设计好之后，就可在

运行系统中以“磁盘文件”方式装入，然后再形成*.NSK 任务包文件下发。在 FTP 服务

器、E－Mail 邮箱、报表服务器上，任务都是以任务包的形式存在的，这是为了减少任

务的下载时间。 

如果装入的是任务包（*.NSK 文件），运行系统首先将该任务包解压缩成任务目录（ *.NRP），

然后再装入这个任务。  

所有装入成功的任务就变成了活动任务，都会出现在主菜单【任务｜活动任务】下。 

点击运行系统主菜单【任务｜装入任务】可以进入装入任务界面： 

 

图 2—1 

1 从磁盘文件装入任务 

从磁盘装入任务时，任务可以是*.NRP 目录，也可以是任务包（*.NSK 文件）。 

如果要将设计系统设计的任务装入到运行系统中，可在图 2—1 中选择“磁盘文件”

方式，点击 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要求用户选择任务目录所在的磁盘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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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用户可在空白框中输入任务目录（*.NRP）所在的磁盘目录，也可点击“浏览”找

到相应的目录。 

如果装入的是 NSK 任务包，则系统先解压缩任务包，形成*.NRP 目录，并要求用户

选择*.NRP 目录的保存路径。 

点击“下一步”后，系统会弹出任务注册对话框，用户填写完毕并确认后，系统将

自动打开装入的报表任务。 

 

图 2—3 

注：任务注销后，如果想要重新装入，可选择磁盘文件方式装入。 

2 从 FTP 服务器装入任务 

进入运行系统，点击主菜单【任务｜装入任务】，弹出图 2—1 所示对话框，选择“FTP

服务器”，单击 ，弹出图 2—4 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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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在对话框中输入 FTP 服务器的参数，包括 FTP 服务器的地址、端口、登录用户名和

密码。 

输入 FTP 服务器的参数后，单击 ，系统要求选择 FTP 服务器上的任务包

（即将装入的任务包），再单击 ，系统询问要装入任务的保存路径，并给出

一默认路径，如图 2—5 所示： 

 

图 2—5 

 

图 2—6 

再点击 ，系统开始解压缩任务包，如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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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任务包解压缩完毕后，系统会弹出任务注册对话框，用户填写完毕并确认后，系统

将自动打开装入的报表任务。 

3 从 E－Mail 邮箱装入任务 

在图 2—1 所示界面中选择“E-Mail 邮箱”，点击 ，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要求用户输入邮件服务器的参数。 

需要设置的邮件服务器的参数有： 

•POP3 地址：即邮件接收服务器的地址，如不清楚应向邮件服务商咨询或到相关网

站查询。 

•账户名：E－MAIL 邮箱的账户名，只要输入邮件地址“＠”前面的部份。 

•密码：登录邮箱的密码。 

用户输入 POP3 地址和账户名后系统会自动记录下来，下次就可不用再输入。也可

设置是否记住密码。 

 
图 2—8 

在上图中输入邮件服务器的参数后，点击 ，系统开始扫描邮箱中的邮件，

并列出包含报表任务的邮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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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选择一个要装入的任务，点击 ，系统询问要装入任务的保存路径，并给

出一默认路径，以下过程同“磁盘文件”方式。 

4 从报表服务器装入任务 

在图 2—1 所示界面中选择“报表服务器”，点击 ，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要求用户输入报表服务器的参数。 

 

图 2—10 

使用 SSL 安全连接：SSL 是一种国际标准的加密及身份认证通信协议，主要用于提

高应用程序之间数据的安全性。该安全协议主要用来提供对用户和服务器的认证。对传

送的数据进行加密和隐藏。确保数据在传送中不被改变，即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在对话框中输入报表服务器的地址后，点击 ，再点击“下一步”，选择

要登录的任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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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在上图中选择要登录的任务组，再点击“下一步”，输入登录所选择任务组的用户

名和密码， 

 

图 2—12 

然后点击 ，在出现的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中列出了该任务组中的所有报

表任务， 

 

图 2—13 

选择要装入的报表任务，如图中的“基本报表”，再点击 ，要求用户选

择任务的保存路径，以下过程同“磁盘文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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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新装入任务 

某一任务已装入后，上级单位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又对原报表任务的审核公式、运算

公式等作了修改(这种修改不涉及到数据结构的改变)，并将修改后的报表任务重新下发，

那么下级单位的报表任务也应作相应修改。下级单位只需将上级单位下发的报表任务重

新装入即可与上级单位的任务保持一致。 

此时系统弹出下面的提示框： 

 

图 2—14 

点击“是”后，系统就会重新装入并更新任务。 

6 任务注册 

在运行系统中，每个报表任务必须在运行系统中注册为活动任务，才能进行报表数

据处理。注册任务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检查当前用户是否为合法用户。二是对系统工

作环境进行初始化。 

 

图 2—15 

在图 2—15 所示的“任务注册信息”对话框中需要填写的信息如下： 

•上级代码：本单位的上级的单位代码，一般不填，系统缺省值是“--”，一般不要

修改。 

•单位代码：本单位的代码。如果不清楚自己的单位代码，请向上级单位咨询。 

为了正确地录入单位代码，在设计任务时可在任务属性中设置单位代码审核和代码



设计版_运行系统操作手册 

-20- 

分段录入，具体可参考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单位名称：本单位的名称，必须手工录入。 

•报表户类型：必须正确指明本单位是汇总单位还是基层单位。 

如果本单位要录入或接收下级的报表，请选择汇总单位。 如果仅仅录入本单位的

报表，然后上报，请一定要选择基层单位。 

最后还可以选择是否需要密码保护。 

填写完注册任务信息后，单击“确定”按钮，系统将自动打开该任务。 

所有注册过的任务都可以在主菜单【任务｜活动任务】中看到，单击该任务即可直

接将其打开。 

7 注销任务 

报表任务一经注册就成了活动任务，其标题显示在主菜单的【任务｜活动任务】中。

如果某一任务不再使用了，可将其注销。任务注销后其标题就不再显示在主菜单的【任

务｜活动任务】中，但任务目录(*.NRP)仍然保存在磁盘上。 

注销活动任务步骤如下： 

1、点击菜单项【任务｜注销任务】，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2—16 

2、选中要注销的任务名称，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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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 ，该任务立即被注销,并提示“任务注销成功”。 

 

图 2—18 

如果一个任务正在使用中，系统提示先关闭再注销。 

注：如果要将任务目录（*.NRP）从磁盘的 A处移动到 B 处，则应先将任务注销，

再移动到 B处，再从 B处装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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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维护报表户列表 

报表户列表是所有能够下载、填报、上报同一套报表任务的用户的集合。通过报表

户列表，上级单位可以确定哪些用户是合法用户，并可设定合法用户的单位代码，查看

用户的数据上报情况。由于只有汇总单位才有下级，所有本操作只对汇总单位有效。 

在运行系统中建立或增加报表户列表有四种方法：手工逐个增加、从报表数据中自

动提取、从文本文件导入、从其他任务导入。 

1 树型显示报表户 

点击主菜单【收发 | 报表户管理】，弹出如下对话框（已建立报表户清单）。 

 
图 3—1 

【新增报表户】 

点击 按钮，可手工建立下级单位列表。如上图左边出现新节点，而右边单位

代码、单位名称、单位类型等信息全为空，需要用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当将这些信息

填写完毕，点击 或直接按回车键继续增加。若不再增加报表户，只需点

击 按钮。若发现某个报表户有误，可选中该报表户，再对右边的信息加以修改即

可。对于“单位类型”是汇总节点的报表户，用户还应指定“应上报户数”。 

【删除报表户】 

若要删除某个报表户，只要选中要删除的报表户，点击 按钮即可。 

另外，图 3—1 中的树型浏览框中，对于汇总节点和叶子节点的报表户，右击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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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的对话框是不同的。见下图，左边的是选中汇总节点弹出的对话框，它可以添加下

级节点。右边的是选中叶子节点弹出的对话框。它只能添加同级节点。 

   

图 3—2 

【从报表数据中提取报表户】 

上级单位可以一开始不输入任何报表户，如果报表数据比较齐全，则可以直接从报

表数据中将报表户信息提取出来。单击图 3—2 所示菜单中的“从报表数据中提取报表

户”即可，系统提示如下： 

 

图 3—3 

【查看上报情况】 

在树型显示状态单击“上报情况”按钮，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上报的单位和未上报的

单位（灰色）。图中“[100:6]”表示应上报户数和已上报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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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 列表显示报表户 

点击工具栏上的“列表显示”，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图 3—5 

【按上报情况显示报表户】 

在列表显示状态，也能查看报表户上报情况，方法是右击列表窗口弹出如下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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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选择希望的报表户显示方式即可。 

【导出到文本】 

当选择了报表户显示方式后（比如“仅显示未上报的报表单位”），就可以将这些单

位导出到文本文件，以方便管理使用。 

3 报表户列表的导出导入 

3.1 导出成文本文件 

任务 A 中已建立起报表户列表，如果任务 B 的报表户列表与任务 A 的一样，则可以

将任务 A 的报表户列表导出为一个文本文件，然后在任务 B 的“报表户管理”中从此文

本文件将报表户列表导入。或者是用户已有单位列表的文本文件，则也可以将此文本文

件直接导入到报表任务中去。 

具体操作为：打开任务 A，点击主菜单【收发｜报表户管理】，在出现的如图 3—

1 的对话框中，右击列表窗口弹出如图 3—2 菜单，选择“导出到文本文件”，就可将报

表户列表导出为一个文本文件。再打开任务 B，执行同样的操作，在图 3—2 菜单中选

择“从文本文件导入”，就可将从任务 A 中的报表户列表导入到任务 B 中。 

3.2 从其他任务导入 

报表户列表也可以从其他任务中导入。在“报表户管理”中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

菜单选择“从其他任务导入”，选择相应的任务后，就可将所选择任务中的报表户清单

导入到当前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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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表户变更清单 

运行系统提供的“报表户变更清单”功能可以将当前报表期的报表户与报表户清单

或其他报表期中的报表户进行比较，并列出增加或减少的报表户。 

点击主菜单【收发｜变更清单】，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3—7 

图中“比较对象”表示当前报表期的报表户与什么相比较，如选择“用户列表”，

表示将当前期报表户与报表户清单中的报表户比较。“显示方式”分为“全部”、“仅显

示增加的报表户”、“仅显示减少的报表户”表示与比较对象相比较后，在显示结果时是

全部显示、仅仅显示本期增加的报表户、仅仅显示本期减少的报表户。 

点击 按钮后，对话框中将显示出对比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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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显示方式”中选择“仅显示减少的报表户”，则可点击“将减少户插入到

本期”按钮，将减少的报表户添加到当前报表期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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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布任务 

上级单位设计了一套报表任务后，要把任务格式或者是参数下发给各下级单位，下

级单位接收到任务后才能进行数据填报工作。 

运行系统提供了四种常用的下发任务的方式：磁盘文件、FTP 服务器、E-MAIL 邮箱、

报表服务器。 

点击主菜单【收发｜发布任务】，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要求用户选择是否发布分

析表。 

 
图 4—1 

点击“下一步”，系统要求用户选择发布任务的方式， 

 

图 4—2 

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发布任务的方式。 

1 通过磁盘文件发布任务 

在图 4—2 中选择“磁盘文件”方式，就可以将任务发布到磁盘上。点击“下一步”，

系统要求用户选择任务包文件的保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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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空白框中系统已给出了一个默认的任务包保存路径和文件名，点击 按钮可

更改任务包的保存路径。 

点击“下一步”，系统便打包任务文件，将在指定路径定生任务包文件。 

 

图 4—4 

2 通过 FTP 服务器发布任务 

在图 4—2 中选择“FTP 服务器”方式，就可以将任务发布到 FTP 服务器上。点击

“下一步”，系统要求用户输入 FTP 服务器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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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在上图对话框中输入 FTP 服务器的地址、用户名、密码，点击“下一步”，在出现

的对话框中选择将任务发布到 FTP 服务器上的哪个目录中。 

 

图 4—6 

上图中设置任务包在 FTP服务器上的保存目录和任务包的文件名后，点击“下一步”，

系统就会打包任务文件，并将产生的任务包文件传送到 FTP 服务器上。 

3 通过 E-MAIL 邮箱发布任务 

上级单位也可以将任务发布到 E-MAIL 邮箱中，下级单位从邮箱中下载任务。在图 4

—2 中选择“E-MAIL 邮箱”方式，点击“下一步”，对话框中列出了需要接收邮件的地

址列表， 

 
图 4—7 

如果要发布任务的邮件地址在列表中，可选中一个邮件地址后再点击“下一步”。 

如果在地址列表中不存在要发送的邮件地址，可点击“新增”按钮，系统弹出如下

对话框，要求用户编辑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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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在这里输入邮件地址和报表户代码和名称后，点击“确定”即可将地址添加到图 4

—7 所示的地址列表中。 

选中需要接收任务的邮件地址后，在图 4—7 中再点击“下一步”，设置邮件发送服

务器的参数， 

 

图 4—9 

•SMTP 地址：是邮件传送服务器的地址，如不清楚，可参考邮件服务商提供的帮助。 

•帐户名：即 EMAIL 地址中＠前的部分。 

•密码：即邮件的密码 

如果服务器要求身份验证，应将“我的服务器要求身份验证”勾上，再输入邮箱的

登录密码。 

点击“下一步”后，任务包便会传送到下级单位的邮箱中。 

4 发布任务到报表服务器 

下级单位如果要在线填报数据，必须保证报表服务器上存在相应的报表任务。上级

单位要将任务发布到报表任务器上，下级单位才能下载或在线填报。 

运行系统发布任务到服务器的步骤如下： 

1、在图 4—2 中选择“报表服务器”，点击“下一步”，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服务

器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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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2、再点击“下一步”，输入登录用户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图 4—11 

要注意的是，这里输入的用户名应是服务器管理员的用户名，而不是报表户清单中

的用户。 

3、点击“下一步”，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设置要将任务发布上服务器的哪个任务组中。 

注：任务组是服务器对报表任务进行分类管理的一种方式，只有本任务组中的单位才能填报本任

务组中的报表，而不能填报其他任务组中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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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在上图中，选择服务器上已存在的任务组。 

4、选择了任务组或新建任务组后，点击“下一步”，系统就可开始将任务发布到报

表服务器上。 

 
图 4—13 

任务发布成功后，系统提示“任务发布完成”。 

任务发布到服务器上去后，各下级单位就可以在线填报或下载到本地离线填报。 

如果服务器有已存在相同的任务，则发布时会提示是否更新服务器上的任务。 

如果服务器上已有本任务的其他版本的任务，则在图 4—11 中点击“下一步”后，

系统将提示如下。 

 
图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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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否”，则以下过程与上面介绍相同。 

如果点击“是”，系统将要求用户选择从服务器上的哪个旧任务导入数据。 

 
图 4—15 

在上图中选择要导入数据的源任务后，再点击图中的“定义对应关系”按钮，系统

要求用户建立两个任务间的对应关系。 

 
图 4—16 

对应关系建立后，再点击图 4—15 中的“下一步”，系统将升级所选任务组中的旧

任务，并将旧任务中的数据导入到新发布的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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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读入数据 

各下级单位将数据上报后，上级单位必须将下级单位的数据读入到任务中，才能对

数据进行处理。系统提供了四种读入数据的方式，用户可根据下级单位上报数据的方式

而采用相应的方式读入数据。 

1 从磁盘文件读入数据 

单击菜单【收发｜读入数据】，弹出读入数据对话框： 

 

图 5—1 

选中“磁盘文件”，单击 按钮，选择数据包所在路径： 

 

图 5—2 

手工录入或者单击 按钮选择数据包所在的路径，单击 ，弹出如下对

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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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用户根据所列示的上报数据选择所要读入的数据，点击左边的复选框选中，也可以

用“全选”或“不全选”按钮。单击 按钮，即可在任务中看到下级的数据已

经读入进来了。 

 

图 5—4 

如果装入的数据不是当前报表期的数据，系统会提示如下，用户可选择是否装入。 

 

图 5—5 

读入数据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下级有重报的现象，如任务当前报表期中已经存在代

码为“000000”的单位，但在读入的数据包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代码，此时，系统会弹出

重报冲突对话框予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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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这里，用户可以看到发生冲突的下级单位的代码及其单位名称，用户可以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选择处理冲突的方式。选择“装入”则新装入数据会覆盖原有数据，选择“忽

略”则保留原数据，选择“中止”则中止读入数据过程。 

2 从 FTP 服务器读入数据 

在图 5—1 所示的对话框中选中“从 FTP 服务器”,单击 按钮，系统给出

FTP 参数输入界面。 

 

图 5—7 

确认无误后再按 ，如果系统能成功登录指定的 FTP 服务器，则弹出如下

窗口，要求用户选择 FTP 服务器上数据包的存放目录， 

 

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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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格式有特殊的后缀和特殊的文件命名规则，一般用户无须干涉，系统会根据

内定的规则自动寻找数据包。如下图 5—9： 

运行系统允许你指定某个根目录，系统扫描所有子目录寻找数据包。也允许指定只

下载某个数据包文件。 

你可以选择成功装入某个数据包后是否删除该数据包。一般情况下，应该选择“删

除数据包”，否则下次下载数据包时，又会找到该数据包文件，发生非预期的重报处理。 

点击“下一步”，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列出了服务器上的所有数据包，用户可以选择

将哪些数据包装入。 

 

图 5—9 

3 从 E-mail 信箱读入数据 

在图 5—1 所示的对话框中选中“E-mail 信箱”，单击 按钮，系统进入服

务器参数设置界面，填入 POP3 地址、帐户名及密码，如不清楚设置请上网查看邮箱帮

助文件。 

 

图 5—10 

你可以选择成功装入某个数据包后是否删除该数据包。单击 按钮开始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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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邮箱中的邮件，并列出邮箱中的数据包，如下图。 

 

图 5—11 

选择要装入的数据包后，点击“下一步”系统就从邮箱中将数据包装入到当前任务

中。 

4 从报表服务器读入数据 

在图 5—1 所示的对话框中选中“报表服务器”，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对

话框中输入服务器的 URL 地址，您可以选择是否使用 SSL 安全连接， 

 

图 5—12 

确认正确后单击 ，输入登录单位代码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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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填入本单位的单位代码和登陆密码再点击 ，选择报表期，如下图。装入

数据时，可以一次选择多个报表期，系统会同时下载装入选择的多个报表期的数据。 

 

图 5—14 

选择要装入数据包的报表期，单击 ，如果您是以汇总单位登陆服务器则

系统会询问你装入那些下级单位的数据，选择您要装入的数据后单击 开始读

入数据。 

 

图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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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入完成后单击 按钮退出。 

 

图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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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审核 

用户在录入数据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误差，而统计工作对报表有十分严格的审核

要求，报表没有通过审核，将会导致整个统计结果的偏差甚至错误。所以保证填报数据

审核无误尤为重要。运行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报表审核机制。 

运行系统的审核分为逻辑性审核和合理性审核。逻辑性审核主要检查报表数据是否

满足一定的逻辑性关系，如果出现逻辑性审核没有通过，则用户必须根据审核信息修改

报表数据。合理性审核主要是检查报表数据是否合理，如果出现合理性审核没有通过，

用户只需检查数据填报是否合理，如果填报的数据是合理的，则可以不必一定要通过合

理性审核。 

合理性审核与逻辑性审核的操作方法类似。 

1 自动审核 

当用户录入了一张报表或修改了报表中的某些单元数据后，一旦执行保存，系统就

会自动审核当前报表。根据这个原理，如果录入或修改了某张报表后，试图切换到另外

一张报表，则系统就会自动审核当前表。 

事实上，运行系统中的审核是无处不在的。用户保存、计算、汇总以及切换报表时

系统都会自动对当前表页的数据进行审核。 

2 审核当前表 

 

图 6—1 

除了自动审核外，用户也可以主动要求审核当前报表。如上图所示，直接点击工具

栏上的审核按钮，或者点击右侧的下箭头选择“审核当前表”，系统将对当前表审核。 

3 查看审核信息和错误定位 

如果发现有不合理数据，将弹出如下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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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选择“是”，系统弹出审核信息窗口，每一错误信息由所在报表代号和相应的审核

提示信息组成，如下图所示： 

 

图 6—3 

当你选中了审核对话框中的某一条目时，与该条目相关的表元（错误相关表元）就

会被用红色醒目标记出来，方便用户定位修改（如果是逻辑性审核，则出错表元以黄色

显示）。如下图： 

 

图 6—4 

修改完毕后，可以单击 按钮，以验证上次的修改正确与否。单击

按钮还可以看到当前出错信息对应的审核公式。 

单击 按钮可以将审核结果导出到文本文件，运行系统提供一个默认的

存放路径（例如 C：\审核结果）和文件名，其文件名是以任务名和报表期组成。 

4 审核某一户的全部报表 

运行系统并不强迫用户必须在正确无误地填写完一张报表后才能继续录入后面的

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正确性，一般建议用户填写完所有的报表后将全套报表审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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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选中某一报表户，点击菜单【报表｜审核全部】或工具栏上【审核】右边的倒三

角，可以看到有 3 个如下图所示的子菜单，顾名思义就可明白 3 种审核方式的实际意义，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审核方式，合理性审核可参考本章第六节。 

 

图 6—5 

如果存在尚未通过审核的报表，系统将弹出列表框，列出所有未通过审核的条目： 

 

图 6—6 

用户只需双击列表中的报表，即可定位到该表，并看到如图 6—6 所示的审核信息。

由于错误相关表元在报表中用红色标记出来，十分醒目，用户可将每一条审核信息相关

的表元逐个地进行修改，直到正确为止。 

5 成批审核多户 

•多个报表户的审核：如果想同时审核多个报表户的数据，需要在报表户列表中选

中想审核的报表户。具体操作是在列表显示中先选中一个单位，然后再按住【CTRL】键，

用鼠标点击第二个单位，依次选择更多的单位。再单击菜单项【报表｜审核全部】，选

择表内还是表间的审核方式，此时弹出如下窗口： 

 

图 6—7 

如果选择“否”，则系统在审核后会单独列出未通过审核的单位，用户可再进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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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的审核。 

如果选择“是”，系统将对所选择的报表户的数据进行审核，并出现如下对话框， 

 

图 6—8 

可以选中其中的一项，也可以两项都选。 

如果选择了“在报表户列表中列出未通过审核的报表户”，则系统会将未通过审核

的报表户单独在报表户列表中表出，用户再可一户一户进行审核。 

如果选择了“立即查看审核结果”，系统将弹出文本框显示多户审核结果（如图 6

—9）。 

 

图 6—9 

在上图中用户可将审核结果马上打印出来，也可以将审核结果保存到文本文件。 

•全部报表户的审核：在列表显示中右击鼠标弹出菜单，选中“选择全部”，此时所

有报表户变成兰色，再单击菜单项【报表｜审核全部】，选择表内还是表间的审核方式。

余下步骤如上所述。 

6 合理性审核 

以上几节所讲述的都是逻辑性审核的有关操作，合理性审核的操作与逻辑性审核相

类似，所不同的是与审核提示信息相关的表元在报表中是以黄色显示，审核操作时是通

过【报表】主菜单来进行的。 

•当前表合理性审核：点击主菜单【报表｜合理性审核】，审核提示信息与逻辑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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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类似。 

•合理性审核全部：点击主菜单【报表｜审核全部｜合理性审核】。 

7 变长表审核 

变长表中有多行数据，如果某一行数据没有通过审核，系统将提示如下图： 

 

图 6—10 

即在表内审核或表内表间审核中，无论变长表有多少行数据没有通过审核，系统的

提示只有一条，即：至少有一行变长表数据没有通过审核！选择此行提示信息后，系统

将切换到变长表。在变长表中选中显示红色的未通过审核的数据行，点击鼠标右键，在

弹出菜单中选择“审核当前行”，系统将在审核提示框中列出详细审核信息。 

 

图 6—11 

重点与难点： 

1、工具栏上的 按钮只能对当前表的表内公式进行审核，要检查数据是

否通过表间审核公式，可以通过【报表｜审核全部】或 右边倒三角下【表内

表间审核】菜单项。 

2、在列表显示报表户状态下，单击右键弹出菜单的“显示未通过审核的记录”，在

列表中列出的只是没有通过审核的报表户。这种状态下无法切换到树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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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3、在列表显示报表户状态下，对于单击右键弹出的菜单，要学会使用“选择全部”、

“消除选择”等功能。 

4、审核全部只是对当前报表户的所有报表的审核。若要审核所有报表户的全部报

表，必须先选中所有报表户，再点击审核全部。 

5、合理性审核只能通过“报表”主菜单进行，工具栏上的“审核”按钮只能进行

逻辑性审核。 

6、上报数据前应保证表内表间审核全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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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报表汇总 

各下级单位上报数据后，上级单位要把所有下级单位的数据汇总到一起。上级单位

的汇总数据是所有下级单位数据的累加。上级单位也可以选择某些单位进行汇总或者根

据一定条件将满足条件的单位的数据汇总到一起，这就是选择汇总。对于变长表，其汇

总方式与行列数固定的基本表又有些不一样，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汇总方式。 

1 汇总 

运行系统的汇总操作非常简单： 

1、点击工具栏上的“汇总”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7—1 

2、从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想要汇总的范围，确定后系统自动刷新汇总表。 

 

图 7—2 

如果当前选中的是非汇总节点，则自动汇总其上级和上级的上级。若选中汇总节点，

则汇总其本身及其上级。若勾上“重新汇总所有下级”，则先汇总该节点的下级，再根

据新的汇总数汇总本级和上级，显然，这一选项只对直接下级也是汇总节点的报表户起

作用。 

2 选择汇总 

选择汇总就是指按某个条件从所有报表中选择出一个报表户子集进行汇总。选择包

括两方面：1）用户手工选中部分报表户进行汇总。2）确定一个过滤条件，对满足条件

的报表户进行汇总。例如在“税收电月报”任务中收集了 36 个省级单位的报表（包括

国税和地税，共计 71 个报表户），只对国税局的报表数据进行汇总，就是一个选择性汇

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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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过选择报表户进行选择汇总 

这种选择汇总方式适用于汇总少量报表户数据或无法定义条件进行筛选的情况。操

作方法：在左边的报表户列表中选中需要进行汇总的报表户（按住 Ctrl 键可以多选），

点击主菜单【报表｜选择汇总｜选择汇总】，或者直接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

系统弹出选择定义对话框： 

 
图 7—3 

对话框中列出了选择汇总的范围。 

•报表期：系统默认的数据是来自当前报表期，如果数据要来自其他报表期，可点击“分

析范围设定”重新设定报表期。如果选择了多个报表期，则可将多期的数据汇总到一起。 

•过滤条件：通过选择报表户的方式进行选择汇总进，不需要输入过滤条件。 

•作用范围：因为是选择的报表户，故列出了所选择的户数。 

•报表户类型：即选择汇总时所选择的报表户的类型，可以是汇总户，也可以是基层户。 

点击图中“报表”，出现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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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对话框中列出了任务中的所有报表，在此可选择哪些报表需要汇总。 

点击“确定”后，即可产生汇总数据。 

2.2 通过过滤条件进行选择汇总 

如果当前选中报表户只有一个，点击主菜单【报表｜选择汇总|选择汇总】，弹出如

下对话框： 

 
图 7—5 

点击“分析范围设定”按钮，设置汇总的过滤条件。 

 

图 7—6 

在过滤条件表达式中输入条件表达式，也可点击右边的 按钮进入公式定义向导

输入条件。 

上图所示的条件为“B0->C3>=1000”，即只对 B0 表 C3 表元值不小于 1000 的单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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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在报表期设定中可选择要汇总数据的报表期。例如选择 2004 年 1 月至 5 月。这样

系统将把 2004 年 1 月到 5 月的数据相加，得到一张汇总表。 

在图 7—6 中设定的过滤条件和报表期后，点击“确定”，图 7—7 所示对话框变成

下图所示。 

 

图 7—7 

2.3 保存选择汇总结果 

选择汇总表产生后，用户可以将选择汇总结果保存起来，这样当切换到其他报表户

时选择汇总结果就不会丢失，并可随时调出已保存的选择汇总结果。 

选择汇总表产生后，点击主菜单【报表｜选择汇总｜保存选择汇总结果】，或者直

接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就可将产生的选择汇总结果保存起来。 

 

图 7—8 

在如上图的“保存选择汇总结果”对话框中，输入选择汇总表的“单位代码”和“单

位名称”，就可保存选择汇总结果。如果进行过多次选择汇总，那么每次选择汇总的结

果都可以依此保存。 

在保存多次选择汇总的结果时，每次保存时应输入不同的单位代码。否则，如果采

用相同的单位代码，则只能保存最后一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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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调出已保存的选择汇总结果，可点击主菜单【报表｜选择汇总｜调出选择汇

总数据集】，将保存的选择汇总结果全部调出来。 

3 变长表汇总 

在基本表中数据汇总时，是把所有下级单位的数据进行累加。而变长表由于结构的

特殊性，其汇总方式与基本表不一样，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汇总方式。 

点击主菜单“编辑｜报表属性”，“报表属性设置”对话框选择“变长表”，如下图

所示。 

 

图 7—9 

如果变长表中没有代码表元作为关键字，则汇总方式有： 

•所有数据行合计：在汇总表中仅用一行显示所有下级单位数据的合计值。 

•列出所有数据行：在汇总表中罗列出所有下级单位本变长表中的数据行。 

•列出直接下级合计行：将每个直接下级单位数据的合计行作为一条记录罗列到汇总表

中。 

如果变长表中设定了代码表元作为关键字，则汇总方式还包括： 

•按整个代码汇总：根据各下级单位在录入数据时使用代码的不同，汇总时根据整个代

码将代码相同的下级单位的数据汇总到一起。 

•按顶级子代码汇总：根据代码中的顶级代码将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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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上报数据 

在运行系统中用户也可以录入报表报表数据，并将报表数据上报。如果是基层单位，

则录完报表数据后审核无误就可上报。如果是汇总单位，则收集完数据汇总后再进行上

报。 

运行系统提供了多种上报方式，用户在上报数据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上报方

式。如果建立了报表服务器，则可直接上报到报表服务器。如果上级单位是以磁盘文件

或 E-MAIL 邮箱方式接收数据，则可以将数据上报到磁盘或 E-MAIL 邮箱中。 

1 通过磁盘文件上报数据 

如果是汇总单位，在上报数据时可以有多种选择上报哪些报表户的数据，具体可通

过主菜单【编辑｜任务属性】中的“上报与载入”来设置。 

如果设置的上报内容为“上报前提示”，则上报数据时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图 8—1 

选择要上报哪些单位的报表后，单击 按钮，选择要上报的报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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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再点击“下一步”，选择上报方式。 

 

图 8—3 

这里我们选择的是磁盘文件，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设置框，要求用户输

入存放数据包的路径： 

 

图 8—4 

运行系统自动到默认的数据包目录中寻找数据包文件，用户可以点击 自己定义

数据包存放的路径。点击“上一步”，返回到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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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单击 ，弹出如下对话框，点击“完成”按钮，即完成磁盘文件的上

报。 

 

图 8—5 

2 通过 FTP 服务器上报数据 

如果在图 8—3 上选择的上报方式是 FTP 服务器，单击 按钮，则可见到

FTP 参数输入界面，进入 FTP 上报流程： 

 

图 8—6 

输入了合法的 FTP 服务器地址、端口号、用户名、密码等信息后，就可单击

。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不知道上级 FTP 服务器的各个参数，一定要向上级

询问清楚。如果系统能正确连接你输入的服务器，则显示图 8—7 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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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存放数据包的 FTP 服务器目录如果不设置，系统缺省放在 FTP 服务器的根目录下，

点击右边的 按钮，可以浏览 FTP 服务器上的目录结构，从而选择上报服务器上的某

个目录作为数据上报目录。 

再单击 ，系统开始上报数据并显示上报进度。上报成功后显示如下窗

口： 

 

图 8—8 

3 通过 E-mail 信箱上报  

如果在图 8—3上选择的上报方式是 E-mail信箱，单击 按钮，则进入

服务器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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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在服务器参数设置窗口中填入 SMTP地址和帐户名，如不清楚如何设置请上网查看

邮箱帮助文件。点击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入上级单位的 E-mail地址： 

 

图 8—10 

单击 按钮开始上报，上报完成后单击 按钮退出。 

 

图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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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报表服务器上报 

如果服务器上的任务的结构没有改变，用户点击主菜单【收发｜上报数据】就可进

行数据上报操作。 

在图 8—3 上选择“报表服务器”，单击 按钮，系统弹出服务器参数设

置界面，要求用户输入报表服务器的地址： 

 

图 8—12 

填写服务器的 URL 地址，您可以选择是否需要使用 SSL 安全连接，然后点击“下一

步”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本单位的单位代码和登陆密码，如果不清楚单位代码

和密码请向你的上级或报表中心管理员咨询。 

 
图 8—13 

这里，输入的单位代码是服务器上任务组报表户清单中的基层户或汇总户的代码。 

点击“下一步”按钮，开始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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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 

上报成功后单击“完成”按钮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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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统计分析 

上级单位收集数据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分析，以通过数据得到某种分析结论。在运行

系统中可以随时产生分析表，也可在设计系统中定义各式分析表，数据收集齐全后就可

以产生分析结果。 

1 获得统计分析数据 

1.1 定位到分析表 

•通过报表标签切换：报表标签也同样能用来定位分析表，操作方法同基础表定位

一样。由于报表标签不能同时显示基础表与分析表，所以只有在当前显示报表为分析表

的情况下才能够通过报表标签切换到其它分析表。 

•通过报表管理界面定位：点击报表标签左侧的 （选择报表）按钮，系统弹出报

表管理窗口，在左边，系统按基本表、分析表、多维分析表三大类型罗列出任务中的全

部报表。双击“分析报表”节点，可以看到该节点下是本任务中所有分析表。双击报表，

即可切换到该分析表。 

 

图 9—1 

若当前显示的是分析表，点击 按钮，系统自动切换到上次显示的基础报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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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得到分析表数据 

1.2.1 固定分析表 

切换到分析表后只能看到表样，必须通过刷新操作才能得到分析数据：点击菜单【分

析｜刷新分析表】或右键弹出菜单中的【刷新分析表】，按工具栏上的【计算】也能快

速刷新当前固定分析表。 

此外，系统也提供一次刷新多张分析表的功能。点击菜单【分析｜成批刷新分析表】，

从系统弹出的报表列表中选择想要刷新的分析表即可。 

1.2.2 浮动分析表 

浮动分析表也能通过点击菜单【分析｜刷新分析表】或右键弹出菜单中的【刷新分

析表】得到分析表数据，但它和固定分析表的处理机制略有不同。浮动分析表刷新前的

表样如下图所示： 

 
图 9—2 

刷新后表样与固定分析表相同，为了减少刷新时间，此时系统将其作为固定分析表

处理，以后的刷新操作系统只是改变数值，不会根据当前报表户的数量更新表样。如果

仍想将其作为浮动表刷新，进入报表管理界面，选中该报表，点击右键弹出菜单的“恢

复成浮动分析表”即可。 

如果执行了对浮动表的刷新，关闭任务时，系统提示： 

 

图 9—3 

如果用户选择“是”，系统按照刷新结果自动将浮动表变成固定分析表，否则，再

次打开任务时该表依然是浮动分析表。 

注：在图 9—1所示的报表管理界面中，选择某一分析表后，点击 按钮也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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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分析表的数据。 

2 清单列表 

清单列表是运行系统与设计系统中都可以定义的一种查询表，它的特点是只将满足

条件的数据罗列出来。清单列表可以将不同报表户的某些数据集中显示在一张表上，极

大的方便了用户的浏览对照和统计比较。 

用户只需选中要查询的指标项，系统自动将表元的详细名称作为清单列表的指标名

称，生成一张清单列表。（清单列表也可以在设计系统中定义，其操作与在运行系统中

定义类似。） 

具体操作如下： 

2.1 定义指标 

（1）选择指标 

用鼠标拉块选中多个表元，或者按住 Ctrl 键不动，多选表元（这种多选也支持跨表

的选择），点击右键弹出菜单中的【清单列表】，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9—4 

对话框中列出了选中表元的信息，如果钩选上“自动加上代码”、“自动加上名称”

则指标中会自动加上单位代码和单位名称。点击确定，系统将罗列出当前报表期所有报

表户的上列几个指标的值。 

（2）编辑指标 

如果想增删指标或修改指标名称，在没有产生清单列表数据之前可在图 9—4 中点

击 按钮，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9—5），可以删除指标，或者重新拾取指标。 

如果选择了指标且已产生了报表数据，想要删除指标或修改指标名称，可选择主菜

单【分析｜编辑清单列表】。或者在清单列表中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编

辑清单列表】，同样会出现图 9—4 对话框，点击“编辑指标”按钮，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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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图 9—5 

在上图的对话框中，用户可用将光标移到最后一行，然后用鼠标到表中拾取指标，

也可以将指标插入当前光标所在行的前一行。 

注：在设计系统中设计的具有多行固定表元的清单列表，在运行系统中“编辑清单

列表”时，不能编辑指标，只能进行如图 9—5 所示的高级设置。 

（3）所属报表设置 

如果当前所在的报表是变长表，则在选择指标后新建清单列表时，系统弹出的对话

框与图 9—4 有所不一样，主要是多了“所属报表”选择框和“复制当前变长表”按钮，

如图 9—6 所示。 

 
图 9—6 

若所属报表设置为“全部来自基本表”，则清单列表所有的指标必须都是来源于基

本表的。如果设置为某个变长表，那么清单查询的指标除了可以来自该变长表外，还可

以来自基本表。可以看出如果要对变长表进行清单查询，一次最多只能对一张变长表进

行分析。 

如果点击“复制当前变长表”，则系统会自动将当前变长表中的所有指标拾取过来。

点击“编辑指标”可能指标重新编辑，也可以再拾取其他基本表的指标。 

如果只想简单的将当前报表期的所选指标的数据罗列到一张清单上，在定义了指标

后，用户即可点击[确定]按钮生成一张所需的清单列表。 

2.2 高级设置 

如果用户想进一步对列表中的数据进行更多的设置，比如将数据依据某一指标排

序，或者进行分组统计，或者对数据进行筛选，可以进入[高级设置]页面进行更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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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窗口如下： 

 

图 9—7 

(1)、标题 

设置报表的标题。 

(2)、排序指标 

根据选取的报表指标，可使产生的报表数据依据某一设定的排序指标依升序或降序

进行排列。 

用户可以点击 上的 按

钮，从已定义的指标中选择排序指标。排序指标可以选择多个，用“;”隔开。生成清单

列表时首先按第一指标排序，当第一指标值相同时系统再按第二指标排序。点击按钮

，使得排序方式在[升序]和[降序]间切换。 

(3)、分组设置 

分组设置：按照任务中的代码组、数值分段和其他自定义的设置，将报表数据分类

显示。如根据行政区划、注册类型等，或根据指标的数据区段，将报表户分类显示。 

分组设置时，可设置主分组和次分组。如果同时设置了主分组和次分组，则先根据

主分级设置进行数据分类，再在主分组中的每个分组中根据次分组的设置进行数据分

类。 

勾中“需要主分组”，单击 ，在如下窗口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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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分组依据：表示根据什么指标来分组，一般是信息表中的表元，如果设置了代码

组，分组依据自动显示为信息表上的代码表元。 

设置： 

•使用代码组：表示根据代码组来分组，选定此项后，可选定代码组，如果选中的

代码组在信息表中出现则系统自动修改分组依据。右边列出的是选中的代码组及其分段

信息，显然，选择的分段越多，分类也就越细。 

•数值型分段：表示根据分组依据中的数值型指标对数据分组。如果选定“数值型

分段”则分组依据必须是数值型指标，用户可通过在报表中拾取来选取数值指标。 

数值型分段的定义方法可参考示例说明。如下图所示。 

 

图 9—9 

•自定义：可通过定义的其他分组依据来对报表数据分类，并可设置显示的文字。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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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0 

在图 9—7 如果勾中分组设置中的“只列小计”，则最后产生的表样类似分行业的固

定分析表。 

下图是按图 9—7 中的主分组设置产生的清单列表： 

 

图 9—11 

该表的指标设置如下： 

 

图 9—12 

点击 ，可以在弹出窗口中继续增删指标或编辑标题文字。指标也可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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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长表。 

(4)、分析范围设置 

产生清单列表时如果没有设置分析范围，则产生的清单列表中的数据全部来源于所

有下级基层报表户的当前报表期。如果要对报表户的基础数据进行筛选，如要求数据来

自某一报表期或指定的某几期、设定满足某一过滤条件的报表户的数据参与分析等等，

都可以通过设置分析范围来实现。 

分析范围设置的具体操作请详见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5)、其他设置 

A、序号 

在图 9—7 中将“需要序号”选中后，会在产生的清单列表数据表中第一列加上排

列序号。 

B、返回前 N 行 

当产生的数据行比较多时，可设置只产生前 N 行的数据。对此进行设置前必须先指

定排序指标，然后将“显示全部行”前的钩去掉。 

C、需要合计行 

选定此项后，会自动产生清单列表所有行数据的合计。此设置不能与“需要分组设

置”同时选中。 

清单列表产生后，如果要重新编辑，可选择主菜单“分析”中的“编辑清单列表”

进行。 

清单列表产生后，在报表属性设置中可设置数据表元的行高。如下图所示， 

 

图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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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维分析表 

多维分析是一种动态分析表，它是根据不同的数据分类标准对所选择指标进行了数

据分类。 

在这里，“维”可以理解为对报表数据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或是标准。例如：对

“人”进行分类，可以根据“性别”分为男、女，可以根据“年龄”分类，可以根据“学

历”分类等等，这里的“性别”、“年龄”、“学历”就是分类的“维”。 

在运行系统中由用户自己选定指标、选择分析维，设置其他分析口径，然后由系统

即时生成表样及数据的一种分析表，就是多维分析表。多维分析表的特点是，能够在一

张表中按照多个分析维得到统计分析数据。 

3.1 常用多维分析 

根据用户的使用频率，运行系统把几种常用的多维分析方式放在了右键菜单中，如

下所示： 

 

图 9—14 

用户只需在基本表中选中要参加分析的指标项，选中表元的方式支持鼠标块选，也

支持按住 Ctrl 键后多选。选中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9—15 

然后从右键弹出菜单中选出分析方式，假设这里选“按下级单位分列”，在弹出的

“多维分析定义”对话框中点击“确定”，则产生如下图所示的分析表： 



设计版_运行系统操作手册 

-69- 

 
图 9—16 

这样生成的分析表是一维的，系统自动把选中表元的详细名称作为分析表的指标

名，第一列显示为各下级单位的单位名称，并自动把第一行数据行作为合计行。 

用户可以自行设定其它的多维分析方式，并查看分析表结果。 

为了方便用户得到最佳分析表打印效果，运行系统支持对多维分析表进行旋转。点

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旋转”，下图是图 9—16 旋转后的效果： 

 
图 9—17 

对于生成的分析表，也可以进行选择分析，操作方法见第一节。 

关闭分析表或从分析表切换到基本表时系统提示： 

 
图 9—18 

如果保存，报表管理列表的多维分析节点下将增加这一分析表，以后可以直接对该

表刷新得到多维分析的数据，否则，需要重新建立多维分析表。 

在报表管理窗口中选中一张多维分析表，可以将其删除。 

3.2 自定义多维分析 

如果希望生成更加复杂的分析表，用户除了选定分析指标外，还必须指定分析维。

方法如下：选择要分析的指标，点击右键弹出菜单中的“多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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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9 

3.2.1 分析指标 

在“分析指标”页面可以看到当前选中的指标的详细名称以及统计方法（默认为求

和）。 

这里可以对指标进行增、删、改等操作。点击 ，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9—20 

此时可以用鼠标拾取任意表元，系统会自动填上该表元的信息，用户可以修改指标

名称与统计方法。 

点击“高级”按钮，可以设置是否需要求出指标的环比/同比增幅和增长率。 

 

图 9—21 

对已经定义好的指标也可以选中后点击“编辑”按钮在上图的界面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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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分析维 

多维分析中使用的分析维，必须是任务信息表中存在的表元，比如国税或地税、所

属地区等。分析维设置对话框如下所示： 

 

图 9—22 

新增分析维： 

点击 按钮，从弹出的下拉框中选择要增加的维。必须强调的是分析维的顺

序决定了最终生成的分析表的表样，一般来说，第一维的范围是最大的，越往下对报表

户的划分越细。 

在新增分析维时，如果选择的是“数值型分段”维，表示根据对象定义中的数值型

指标对将数据按照预先定义好的数值区间来分段。对象定义指标必须是数值型指标，用

户可通过在报表中拾取来选取数值指标。 

选择了“数值型分段”维后，将弹出“编辑分析维”对话框，拾取了对象定义中的

数据型指标后，再进行分段定义。 

以下是一个数值型分段的例子,它表示按照对象定义指标划分为小于 0，0~~100，

100~~1000，大于 1000，一共四段，运算后分别显示为小于 0，0 到 100，100 到 1000，

大于 1000。[ ]表示闭区间，( )表示开区间， [ )和( ]表示半开半闭区间。对于文字型的分

段，其分段设置无效。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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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3 

编辑分析维：选中某一维，点击 按钮，系统弹出对话框供用户设置该维文

字在分析表表样中的排列方式以及固定表元显示的内容。如果勾中“需要小计”，系统

还允许设置小计行的位置。默认是在最前，否则，小计行在最后。 

 

图 9—24 

由于对最后一维进行小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系统不允许设置最后一维需要小计。 

如果分析维是“报表期”，则对维进行编辑时，可以设置报表期的增幅、增量，如

下图所示。 

 

图 9—25 

设置了报表期“需要增量”，则产生的报表数据中将列出后一报表期的数据与前一

期的增加额。 

设置了报表期“需要增幅”，则产生的报表数据中将列出后一报表期的数据与前一

期的增减百分比。 

在设置报表期需要增幅、增量时，应将分析范围中的“报表期设定”设置为不是当

前报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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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需要增量”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9—26 

3.2.3 排版 

在“排版”页中可以对产生的多维分析表的顶轴和左轴进行旋转。如下图所示。 

 

图 9—27 

点击“旋转”按钮，可以交换多维分析表中顶轴和左轴的位置。 

3.2.4 高级选项 

下图是高级选项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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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8 

•标题：系统按照生成的多维分析的次序，依次命名为“多维分析 1”、“多维分析

2”……，作为分析表的表头，用户也可自行编辑。 

•合计设置：这里合计、小计的作用范围是所有维的所有指标，而维小计只是对该

维的数据累加。 

•其它设置：系统默认的分析表式样是指标横向排列，勾中“指标纵向排列”相当

与将系统默认的分析表式样进行了旋转。 

下图是按照上面的设置生成的多维分析的结果： 

 

图 9—29 

定义好的多维分析表也可以随时修改：在报表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右键弹出

菜单中的“属性”，可以在“多维分析定义”对话框中对多维分析的定义进行调整。 

4 统计分析图 

统计图是直观比较各种指标数据的有效手段，也是统计分析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4.1 如何产生统计图 

在运行系统产生统计图有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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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菜单得到统计图 

在运行系统中点击菜单“分析｜统计图”，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右键点击对话框

中的“serie0():柱状图”，在右键弹出菜单中的“成批增加指标”和“增加指标”子菜单，

通过此菜单可增加要产生统计图的指标。指标增加完成后，可对统计图属性、系列属性

进行编辑。 

注：点击“分析｜统计图”菜单，弹出如下对话框后，在对话框右侧将产生统计图

预览框。由于现在还没有增加指标，所以预览框没有统计图。点击预览框右上角的 X或

“统计图”编辑框上的 按钮，可关闭预览框。 

 

图 9—30 

(2)、通过右键弹出菜单得到统计图 

先在报表中拾取指标（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可拾取多个指标），如下图。 

 

图 9—31 

再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弹出菜单中的“统计图”，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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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2 

图 9—32 与图 9—30 相似，但由于选择了指标，所以在预览框中产生了统计图。

默认的统计图形状是柱状图。 

点击“应用”按钮，将根据上图中的各项设置产生统计图。 

 

图 9—33 

4.2 统计图属性设置 

4.2.1 统计图属性 

点击图 9—32 中的“统计图”，可设置统计图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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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 

统计图属性有： 

•名字：统计图的名称 

•主标题：统计图的标题 

•风格：统计图使用的风格 

•系统类型：统计图的系列形状 

•柱状排列：柱状统计图的排列形式 

•多饼图：多饼图的排列形式 

•颜色：统计图的底色 

•3d 显示：统计图是否 3d 显示 

•显示系列注解：是否在统计图中显示注解 

•链接到：将统计图链接到其他表元 

•底轴文字倾斜：底轴文字是否倾斜 

例如：统计图属性中作如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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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5 

产生的统计图相应地为： 

 

图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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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系列属性 

在下图中点击系统名称，可设置系列属性： 

 

图 9—37 

例如：系列属性中作如下设置： 

 

图 9—38 

点击“应用”按钮，产生的统计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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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9 

4.2.3 指标属性 

在指标属性中主要是修改指标的名称。 

可设置的指标属性为： 

 

图 9—40 

4.3 如何产生多系列统计图 

在图 9—34 所示图中，右键单击“统计图”，可增加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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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1 

增加系列后，在可键单击新增加的系列，再根据图 9—30 的操作增加指标。 

4.4 统计图如何与报表结合 

统计图产生后，用鼠标左键单击统计图，按住左键不放，可拖动统计图到报表的其

他区域。 

在图 9—41 所示的统计图属性中，修改“链接到”表元，可将统计图链接到其他表

元。 

4.5 如何编辑、删除统计图 

统计图各项属性设置完成后，可产生相应的统计图。如果要重新修改统计图设置，

可双击统计图，系统将弹出图 9—41 所示的统计图编辑对话框，可对各项设置重新编辑。 

如果要删除统计图，选中统计图后，直接按 del 键，统计图将会被删除。 

4.6 发布统计图到服务器 

在任务中产生统计图后，如果将任务发布到服务器上，则统计图也将与任务一起被

发布到服务器上。在线填报数据时，统计图也将在插件上显示，并根据输入的数据产生

统计图形。 

5 分析表数据排序 

分析版系统具有如 Excel 的排序能力,即能把某个区域内的数值、固定文字按某个关

键字进行排序。此排序功能主要是针对固定分析表（浮动分析表刷新形成的固定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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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行）而言。在刷新得到分析表数据之后，如若想对该表上的某些数据或文字进行排

序，只要选中想要排序的区域，设置排序属性，执行排序操作即可。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5.1 定义排序区 

打开一张固定分析表，用鼠标选中表元块，作为要排序的区域，可以是固定的指标

文字和数据的混合，也可以是单行单列或多行多列数据。在一张表上，可以建立多个排

序区，但每个排序区不能有重复的表元块。 

5.2 设置排序属性 

选中待排序数据区域后，单击菜单【分析｜排序设定】，弹出如下窗口： 

 
图 9—42 

在上述窗口中可以设置排序的依据、排序序列及排序方向。窗口上的主关键字及次

关键字是排序的依据，主关键字优先于次关键字。若要对排序数据列升序排序，按默认

的排序方式即可，即降序旁边按钮不选。若要降序，则将此按钮选中。另外，选中的区

域可能有多行多列，因此，在窗口上有“排序方向”，通过此可以设置是按行排序还是

按列排序。做好如上设置后，点击“确定”，分析表中绿色边线框起来的区域则是做了

排序设置的区域。 

5.3 执行排序 

在对待排序的区域做了属性设置后，才能执行排序，调出排序结果。 

执行排序有如下方式：打开设置了排序区域的分析表后，在绿色边线框起来的区域

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排序]即可调出排序结果，黄颜色区域即为排序结果区域。 

5.4 修改排序区 

若要对排序区的属性进行修改，则选中排序区内的任意表元，单击菜单【分析｜排

序设定】即可进行排序依据和方式的修改。 

5.5 删除排序区 

若要对表上的某些排序区删除，首先选中该排序区中的某一表元，单击右键菜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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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删除排序区】即可。该排序区删掉后，绿色边线则会自动消失。 

另外：排序只是一个临时结果，仅供打印或导出到 Excel，不保存到报表文件中。 

以下两图中，图 9—43 定义 C 列为排序关键字后未进行排序操作的状态，图 9—44

是执行排序操作后的状态。 

 

图 9—43 

 

图 9—44 

6 分析报告 

用户在使用分析版系统进行数据处理的过程中，要经常对报表数据进行分析，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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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结果形成分析报告。通常分析报告是在 word 或者 excel 等软件中编写，根据需要

在文档中添加图表或数据。这项工作要经常进行，通常每次做分析报告时，分析报表中

的文字部分可能差别不是很大，主要是数据和图表要根据当期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为了使用户能灵活地使用当期的数据和图表，方便地生成分析报表，本系统提供了

“分析报告模板”功能。用户可将平时最常写的分析报告以模板的形式保存起来，以后每

期要产生分析报告时，可通过刷新，象刷新分析表产生当期分析数据一样，产生当期的

分析报告。 

点击主菜单“分析｜分析报告”，系统弹出如下分析报告编辑对话框： 

 

图 9—45 

如上图所示，整个对话框分为两部分，左侧空白区域显示分析报表模板名称，右侧

空白区域为模板编辑区域，已建立的模板内容将显示在此区域中，也可对已建立的模板

重新编辑。 

6.1 新建分析报告模板 

点击上图中的菜单“文件｜新建”，可新建一分析报报告模板，系统默认名称为“新

建分析报告 1”。 

新建一分析报告模板后，用户可在编辑区域编辑模板的内容。具体可参考主菜单“帮

助｜方法说明”。 

分析报告模板建后，可修改模板的文件名。用鼠标右键点击左侧的分析报告模板名

称，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输入新的文件名即可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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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6 

6.2 导入分析模板 

如果已经在文本文件或 WORD 中已建立了模板，则可将建立的模板导入到系统中。

点击菜单“文件｜导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要导入的文件即可。 

导入的模板文件格式可以是*.rtf 或者*.TXT 文本格式。 

注：不支持 word文档的导入，但是可以复制以前存在的 word报告到新生成的模板

中，如果要导入文档格式是 word文档，可先将 doc文件另存为 rtf文件再导入。 

6.3 产生分析报告 

分析模板内容编辑完成后，点击上图编辑框下方的“报告”页签，可根据编辑的模

板产生分析报告的内容。 

如下图为产生分析报告后的页面。 

 

图 9—47 

6.4 导出分析报告 

分析报告产生后，可将其他导出，作为分析文档中的一部分。 

点击菜单“文件｜另存报告”，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的保存路径、文件名和

文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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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8 

6.5 分析报告模板示例 

分析报告模板内容： 

本月主营业务收入净额为<%=B0->C3 %>，比去年同期<%iif 

(B0->C3-@-12B0->C3)/(@-12B0->C3)>0%>增加<%else%>减少

<%endif%><%=(B0->C3-@-12B0->C3)/(@-12B0->C3)*100%>%。截至目前为止，主营业务

收入累计<%=B0->D3 %>，比预定计划<%iif b0->d3-100>0%>超出<%else%>少

<%endif%><%=b0->d3-100%>万元。 

<% print rpt OLAP_1 270 400 %> 

根据模板产生的分析报告内容： 

本月主营业务收入净额为 19046.00000，比去年同期减少 0%。截至目前为止，主营

业务收入累计 19046.00000，比预定计划超出 18946.00000 万元。 

下级单位

指标
主营业务收入净

额本月
主营业务成本本

月
主营业务税金及

附加本月

合计 19,046.00 13,397.00 209.00

徐州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9812.00 7931.00 71.00

铜山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182.00 82.00 19.00

铜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0.00 0.00 0.00

徐州港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2.00 80.00 5.00

徐州立信纺织有限公司 959.00 807.00 9.00

徐州飞达运输有限公司 583.00 434.00 18.00

江苏巨龙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2731.00 2243.00 72.00

铜山县供电局 4287.00 1820.00 15.00

单位：万元2005年01月

多维分析

 

图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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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较分析 

比较分析表是一种动态分析表，操作方式类似【多维分析】表。通过比较分析表可

以分析所选指标的结构比，环比和定基比。 

注：结构比是指每个指标占合计指标的比例。 

环比是指每个指标和前一个指标间的比。 

定基比是指每个指标和指定的基准指标间的比值。 

比较分析在任务中根据指标来源分为两类，  

1、对基本表和固定分析表的选取的部分指标进行的比较分析 

和多维分析一样，用户在基本表或者固定分析表上选择若干指标，执行选择分析。

分析的结果将产生一张每行一个指标，每列一种比较方法的交叉表。 

2、对多维分析表进行比较分析 

对多维分析的比较分析只能对整张多维分析表进行。 

7.1 对基本表和固定分析表进行比较分析 

用户在基本表或固定分析表中选择指标后，点击主菜单“分析｜比较分析”，或在

右键弹出菜单中选择“比较分析”，系统将出现如下对话框： 

 

图 9—50 

图中列出的是所选择的指标，点击“新增”按钮，可增加指标。点击“删除”按钮，

可删除所选的指标。点击“编辑”按钮，可对所选择的指标进行编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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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1 

上图中可修改指标来源和指标的名称。如果要修改指标，可将光标定位到指标公式

中，在报表中拾取其他指标。 

点击图 9—50 中的“高级选项”标签，可设置如下。 

 
图 9—52 

•标题：产生的比较分析表的标题。 

•结构比：设置是否需要指标的结构比。 

结构比是指每个指标占合计指标的比例。合计指标可以是报表中的某一个指标，也

可以是多个指标进行运算。如果没有选择合计指标，则所有选择指标的和就是比较的合

计值。 

•环比：设置是否需要环比、环比增减额、环比增减比 

环比是指每个指标和前一个指标间的比。 

环比增减额是指每个指标和前一个指标间的差额。 

环比增减比是环比增减额与前一个指标的比值。 

•定基比较：设置是否需要定基比、定基增减额、定基增减比 

定基比是指每个指标和指定的基准指标间的比值，要产生定基，需要先设置基准指

标。 

定基增减额是指指标与基准指标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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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增减比是指定基增减额与基准指标的比值。 

设置了以上选项后，点击“确定”即可产生比较分析报表。 

下图是根据以上设置产生的结构比的报表。 

 

图 9—53 

比较分析表产生后，如果要重新修改，可在报表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

中选择“属性”，将弹出如图 1 所示对话框，可重新编辑。 

7.2 对多维分析表进行比较分析 

对多维分析进行比较分析只能对整张表。分析的结果表样和原多维分析表一样，包

括多维和一维的情况。 

多维分析表产生后，在表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比较分析”，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9—54 

•标题：产生的比较分析表的标题，默认的标题名为：多维分析＋比较分析类型。如类

型选择“定基增减比”，则默认标题为：多维分析定基增减比。 

•比较方向：可选择按分析维或按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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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选择“按指标方向比较”,则在每维内对多个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若用户选择“按分析维方向比较”,则在每个指标内对多个维度进行分析。 

•类型：设置结构分析的类型，各类型的解释同上。 

•合计：选择结构分析时的指标合计数据来源。 

如果选择的类型是“结构比”，则设置的是合计值。如果选择的类型是“定基比”，

则设置的是基数据指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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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打印输出 

打印是一个统计报表软件的重要指标。运行系统提供了非常强大、灵活的打印功能。

运行系统允许用户对每张表设置打印参数，并且运行系统会将用户设置的打印参数随表

页一起保存起来，这样无论是打印一张表页还是一套报表，系统都会根据用户对每张表

的不同设置来打印。 

1 打印预览和打印设置 

1.1 设置打印参数 

通过主菜单“任务｜打印设置”可调出打印设置对话框，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工具

栏按钮“预览”调出打印预览界面（如图 10—1），按该界面上的“设置”按钮调出打

印设置对话框（如图 10—2）。 

 

图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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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1.1.1 页面设置 

主要设置打印方向和打印方式、纸张大小等。如图 10—2。 

（1） 方向：调整报表在纸张上的排列方向 

（2） 方式设置 

•按比例打印：根据用户输入的比例，进行无级缩放，然后再打印输出。 

•自适应纸张大小：根据纸张的横宽尺寸，自动调整报表大小，使报表全部打印在一张

纸上。 

•撑满版心：与“自适应纸张大小”打印方式不同，撑满版心是按不同比例调整报表的

高度和宽度，使报表的高度、宽度全部撑满纸张的的高度和宽度。撑满版心是比较漂亮

的打印方式，建议用户尽可能使用这种打印方式。 

（3） 纸张大小：对打印纸张的型号进行选择 

（4） 打印机设置：点击图 10—2 中的打印机设置，出现图 10—3 对话框，根据具

体需求选择纸张的大小及打印机的型号。 

 

图 10—3 

1.1.2 页边距设置 

在图 10—2 中选择【页边距】页，出现如图 10—4 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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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1） 边距设置：可以对打印区域的各个方向的边距进行调整。 

（2） 居中方式：对要打印的对象在纸张上的位置进行选择，分水平居中和垂直居中。 

1.1.3 分页设置 

在图 10—2 中选择【分页设置】页。 

 

图 10—5 

报表行数比较多或列数较多的报表，如果采用单页打印，由于行列数较多打印效果

会不很好。这样的报表就可以采用分页打印进行输出。 

点击“分页打印”，此时可以根据纸张的大小设置每页的行列数，便可得到最佳的

输出效果。 

固定行、列数：设置分页打印后每页上都包含的行列，一般是报表中的指标行、列。 

每页行、列数：分页后每页上应打印的行、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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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头表尾：设置分页后每页是否带表头表尾。 

注：变长表也可以设置打印的行、列数。 

1.1.4 其他设置 

在【其他】页中可以设置。 

 

图 10—6 

•表元 0值不打印：不打印报表表元中显示的数字 0。 

•表头字体不根据显示比例缩放：设置是否根据显示比例缩放表头字体，选中此项后，

设置打印方式为“自适应纸张大小”时，在缩放报表时表头文字不相应缩放 

•表元字体不根据显示比例缩放：设置是否根据显示比例缩放表元字体，选中此项后，

设置打印方式为“自适应纸张大小”时，在缩放报表时表元文字不相应缩放 

•表头字体缩放比例：设置表头字体的缩放比例，如果勾选“表头字体不根据显示比例

缩放”此项，则打印时根据设定的比例缩放表头字体 

•表元字体缩放比例：设置表头字体的缩放比例，如果勾选“表元字体不根据显示比例

缩放”此项，则打印时根据设定的比例缩放表元字体 

•应用于所有报表：将设置应用到任务中的其他报表 

将所有设置应用到：将打印设置中的所有设置应用到所有报表，包括页面、页边距、

分页设置、其他等，并可选择要应用到哪些报表，如下图，在方框中打勾表示将所有设

置应用到这些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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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将本页设置应用到：只将当前打印设置应用于任务中的所有报表，如当前设置的中

“页边距”，则只是把设置的“页边距”应用到所有报表。 

将 0 值是否打印应用到：将是否打印 0 值的设置应用到任务中的所有报表。 

1.2 打印预览 

进入打印预览界面就可改变输出纸张大小、打印方式、打印比例。具体操作与一般

Windows 软件类似。 

打印预览界面可按如下按钮： 

 

图 10—8 

打印预览功能充分实现了“所见即所得”。通过使用打印预览，可以在一个报表打

印输出之前，从屏幕上观察报表的实际打印效果。同时在打印预览界面中可以方便地切

换到其他报表(包括基本表、分析表)进行预览。一般而言，修改了某项打印设置后，建

议先进行打印预览。 

具体操作：点击【任务｜预览】出现输出结果，点击工具栏【打印】即可开始打印。 

2 打印报表 

2.1 打印当前报表 

 

图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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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单击工具栏上的打印按钮，将会打印当前显示的报表。 

2.2 打印多张报表 

系统提供的打印多张报表功能不但能打印所选择的基本表，也可以打印分析表。 

点击工具栏上“打印”按钮旁的下拉箭头，选择“打印选择报表”，如图 10—9 所

示，系统弹出“选择打印”对话框，见图 10—10。 

 

图 10—10 

 

图 10—11 

点击“添加”按钮，系统弹出“报表列表”对话框，对话框中列出了任务中的所有

报表，包括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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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2 

勾选中要打印的报表，添加到图 10—12 对话框中。 

 

图 10—13 

对于要打印的每张报表，可以进行打印设置和预览，可以通过“向上移动”、“向下

移动”来调整报表的打印顺序。也可以设置是否需要打印页码，并可设置页码的起始值。

还可设置打印份数。 

如果在图 10—10 选择的是“打印全部”，则出现的对话框如下图。对话框中列出了

任务中的所有报表，包括分析表，对于不需要打印的报表可以删除。 

 

图 10—14 

2.3 设置报表打印份数 

在图 10—14 中选中“逐份打印”，并设置打印份数，就可将选中的多张报表打印多

份。“逐份打印”的含义时先全部打印完一份选择的多张报表后，再打印另一份，而不

是一张表打完多份后，下一张表再打印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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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动态设置打印页码 

在打印多张报表时，默认的页码是从”1”开始，有时可能需要打印出的报表上的页面

不是从“1”开始，而是从其他页码开始。如将打印的报表编辑成册时。这时用到系统

的“动态设置打印页码”功能，可设置打印页码从某个数字开始。 

在图 10—14 中选中“需要页码”后，可设置起始页码。默认是从 1 开始。 

2.5 设置页码范围 

有时在打印多张报表时，如果打印过程中任务中断，没有将报表全部打印完，则可

以通过设置页码范围，使得在再次打印时不需要将上次已打印的报表再打印一次。只需

在图 10—14 所示对话框中将页面范围选项的“页码范围”选中，再输入没有打印出的

报表的页面，即可只打印设定页码的报表。 

注：打印设置是打印的前提，只有将页边距、对齐方式、打印方式、纸张横竖、分

页打印等等打印参数设置好，才能得到正确的输出。 

如果要打印全套报表，最好先预览一下该任务中的每张报表的打印设置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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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任务的管理和维护 

1 定义两个任务间的对应关系 

在实际工作中常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是上下级使用的报表格式不一样，上级单位使用的

报表格式为 A，下级单位在收到上级单位下发的 A 格式的任务后，在 A 的基础上修改成格式

B 供自己本级或下级使用，这就涉及到怎样将 B格式中收集的数据导到上级单位的A格式中，

再上报。另一种情况是某两年的报表格式不一样，上一年使用是的 B 格式，第二年使用的是

A 格式，如果在 A 中要进行去年同比分析，就必须在 A 中保存有去年的数据，这也涉及到怎

样将上一年 B 格式中的数据导入到本年 A 任务中来。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通过定义两个格

式不同的任务之间报表的对应关系，将一个任务中的数据导入到另一个任务中来。 

建立对应关系时应先装入两个任务，并分清楚哪个是目的任务，哪个是源任务。例如在

上面列举两种情况中 B 任务就是保存有数据的源任务，A 任务就是目的任务，要把 B 任务

中的数据导入到 A 任务中来。 

要定义源任务 B 与目的任务 A 的对应关系的方法是：打开源任务 B，然后执行主菜单【工

具｜任务对应关系定义】，任务对应关系定义后，如果源任务 B 中收集了数据，就可打开任

务 A，选择主菜单【工具｜从关系源任务中拷贝数据】从源任务中把数据拷贝到目的任务 A

中来。 

2 任务备份与恢复 

在数据量比较大或者报表任务保存了多年的数据时，经常备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备

份文件的大小往往不足原来任务文件的五分之一，这样，就比单纯地复制 NRP 文件要节省

硬盘空间。 

运行系统中备份任务的操作是相当简单的，不过必须保证已经关闭了想要备份的任务。 

2.1 备份任务 

点击菜单【任务｜备份任务】，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11—1 

对于想要备份的任务，用户可以单击下拉箭头从弹出的活动任务列表中选择。如果想要

备份的任务没有在运行系统中注册过，可以点击右边的浏览按钮 ，从弹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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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任务。 

对于备份到文件，用户可以点击右边的浏览按钮 ，从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备份

文件存放的位置，如图： 

 

图 11—2 

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11—3 

单击 按钮，系统开始生成备份文件，如果要备份的任务已打开，系统提示

需要将打开的任务关闭，关闭任务后，系统开始备份任务，如下图所示： 

 

图 11—4 

完成后系统提示备份成功。点击 ，就完成了备份操作。 

注：i@Report 运行系统将以.NTB 为后缀的文件作为备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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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恢复任务 

恢复任务即备份的逆过程，点击主菜单“任务｜恢复任务”，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要

求用户选择要恢复的备份文件，并选择恢复的目录。 

 

图 11—5 

在恢复任务时，如果选择“恢复成功后注册该任务”，则恢复后系统会自动将此任务装

入成为活动任务。 

3 导出任务 

上级单位下发给下级单位的报表任务，由于各下级单位实际情况的不同，下级单位可能

要在上级单位报表的基础上修改格式，比例增减报表、增删指标等。这种情况下下级单位可

在上级报表格式的基础上导出一个空的任务框架出来，再对导出的任务进行修改。这样既保

留了上级的任务格式，又产生了适合自己情况的任务格式。 

点击主菜单【任务｜导出任务】，系统弹出对话框： 

 
图 11—6 

点击空白框右侧的 按钮选择导出的任务的保存路径，同时也可更改新任务的标题。

点击“确定”后可将任务导出。 

注：任务中的分析表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在原任务上随意增删，无需导出任务。 

任务保存路径可以手工录入，也可以点击右边的 按钮自行选择。需要注意的是，任

务名称最好与源任务区分开来，同时新任务的标题也可以修改，以便于与原任务区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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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4 编辑任务 

任务在运行系统中运行后，有时想要对任务作一些细微的改动，比如修改计算公式或审

核公式、修改数据型表元的数据长度等，这样改动必须要到设计系统中进行。运行系统中提

供的“编辑任务”功能可让用户随时方便地切换到设计系统并打开报表任务。 

在运行系统中点击主菜单【任务｜编辑任务】，系统就会切换到设计系统并打开报表任

务。 

5 搜索任务 

运行系统提供的“搜索任务”的功能，能方便用户快速找到保存在硬盘上的任务目录、

任务包、数据包。 

点击主菜单【任务｜搜索任务】，出现下图对话框： 

 
图 11—7 

在“搜索任务”下拉框中选择要搜索的是任务、任务包还是数据包，然后选择“搜索路

径”，点击 。如果选择的是“搜索任务”，则会在上图的对话框中列出当前搜索路径

下的所有任务，如下图所示： 

 
图 11—8 

图中列出了搜索的所有任务，并列出了任务的名称、标题、任务类型、保存路径。 

选择某一任务，如果是“活动任务”，则可点击下方的 按钮，将任务打开。如果

是“非活动任务”，则可点击下方的 按钮，将其注册成为活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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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任务属性设置 

任务属性中主要是设置任务的一些环境参数。 

6.1 常规选项 

“常规”选项是有关任务的注册信息、任务名称等内容。单击菜单【编辑｜任务属性】，

弹出对话框如下图： 

 
图 11—9 

6.2 舍位平衡 

在此页中可设置舍位平衡的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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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 

6.3 代码审核 

代码审核主要是对用户代码和上级代码进行审核，只有代码满足审核条件才能输入。运

行系统中的代码审核属性用于查看代码审核详情，且不支持修改，代码审核的设置与修改详

情请见《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设计版_运行系统操作手册 

-105- 

图 11—11 

例如：在用户代码审核中设置了审核条件为：(len(@id)=6)| (len(@id)=8)，表示新增报表

户录入数据时单位代码应为 6 位或者 8 位，否则不能新增报表户。 

6.4 上报与载入选项 

主要用来定义上报或载入的各种选项。如下图： 

 
图 11—12 

上报数据： 

默认上报内容：即设置默认的上报报表户数据的选择方式，分别是： 

•上报前提示：上报前提示用户选择上报内容。 

•上报本级单位（作为基层户上报）：上报注册节点的汇总数据，上级单位装入后成为其基

层单位。 

•上报本级单位及其直接下级：上报本级汇总节点及直接下级节点的数据，不包括下级的下

级。 

•上报全部：上报全部单位的数据。 

•上报选择的报表户：上报所选择单位的数据。 

审核未通过时：上报数据时如果报表数据没有通过审核，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分别是： 

•立即终止上报：立即停止上报进程，并提示用户。 

•上报前提示：先提示用户未通过审核，由用户决定是否上报。 

•不提示上报：不管是否通过审核，全部允许上报，且没有任何提示。 

上报时审核包含合理性审核：勾选此功能后，系统在上报数据时会对所上报的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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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审核。 

上报时校验报表户清单：勾选此功能并且在上报数据时选择“上报所有单位的报表”，

系统便会将报表户清单与所选择上报的报表户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可顺利上报数据，若

匹配失败，系统弹出提示对话框，如图 11—13 所示。 

 

图 11—13 

装入报表数据：如果报表户不在报表户列表中，也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 

•拒收上报数据：当报表户代码不在报表户列表时，所属的报表数据自动被丢掉。 

•接收上报数据并将报表户添加到报表户列表中：读入上报数据并且将报表户添加到报表户

列表中 

•接收上报数据但不将报表户添加到报表户列表中：读入上报数据，不将报表户添加到报表

户列表中 

读入上报数据时对单位名称进行检查、规范：装入上报数据包时检查数据包中的单位名

称是否与用户列表中的单位名称是否一致。 

变长表只上报修改过的数据：上报变长表数据时，只上报修改过的数据。 

6.5 自动保存设置 

当数据录入量很大时，设置自动保存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发生停电等不可测情况时，

将会导致数据的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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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4 

6.6 其他设置 

 
图 11—15 

•删除汇总节点时：对其子节点的处理方式有两个选项： 

① 删除全部子节点 



设计版_运行系统操作手册 

-108- 

② 变成父子节点的子节点 

•允许越级录入下级数据：允许汇总单位录入下级单位的数据。 

•任务审核、任务计算时自动作用于变长表：其复选框中有“√”标记的，表示任务审

核，任务计算、审核时也对变长表进行计算和审核。 

•增加报表期时自动增加报表户列表中所有单位：勾选其复选框后，增加报表期时会自

动添加所有单位。 

•增加报表期时自动增加报表户列表中前期有的单位：勾选其复选框后，增加报表期时

会自动添加前期报表中有的单位。 

•自动下载报表户列表：若当前任务是从活动连接下载的任务，勾选该功能后，打开任

务时自动下载服务器上对应的报表户列表。 

•自动添加未报户：勾选“自动下载报表户列表”后才能勾选该功能，勾选后，汇总户

新增报表期时，系统将自动添加其下的未报户。 

•隐藏表参与计算，审核：勾选后，隐藏的报表会参与计算与审核；若不勾选，则隐藏

的报表不参与计算和审核。 

•允许修改汇总户数据：勾选后，允许修改汇总户数据。 

•允许产生差额表：勾选“允许修改汇总户数据”后才能勾选此功能，勾选后，系统可

以产生差额表。 

•切换焦点忽略计算表元：勾选后，用户选中一个表元，按 ENTER 键后，计算表元会被

跳过，一般跳至右边下一个或者下边下一个表元。 

•单位代码自动生成（生成 32 位随机码）：要求在设计系统的任务属性中设置单位代码

长度为 32 位，此功能才会生效，勾选后，系统会随机产生 32 位的单位代码。 

6.7 编辑、显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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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6 

•报表行隐藏条件：根据条件隐藏报表中的行。 

•报表列隐藏条件：根据条件隐藏报表中的列。 

•表元不编辑条件：表元不可编辑是指不能在数据表元中录入数据或修改数据。 

•表元不可见条件：表元不可见是指填报单位如果满足条件，这看不到报表中的某些表

元。 

注：在运行系统中只能查看代码审核条件、报表行列隐藏条件和表元不可编辑、不可见

条件。要修改，必须在设计系统中修改。 

6.8 显示设置 

设置列表窗口上代码标题、名字标题的显示文字，树形显示方式。 

 
图 11—17 

6.9 审核关闭条件 

可定义一个审核关闭条件，当满足该条件时，对任务进行审核，审核结果总是审核通过；

当不满足该条件时，按正常情况判断是否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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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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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报表数据的编辑与查询 

1 数据录入 

在运行系统中用户以录入报表数据。点击工具栏上的“录入”按钮，先增加某一报表期

的一套报表，就可进行数据录入。新增报表时要注意当前的报表期是否是你想要录入数据所

属的时期。 

数据录入时，选择要输入数据的表元，就可以直接用键盘输入数据了（新输入的数据将

覆盖原来的数据），用鼠标点击想要编辑的表元，则表元里会出现一个闪动的输入提示符，

这时可以直接用键盘输入数据，另外，也可以用键盘来移动录入焦点。当数据录入完毕，点

击 即可。保存时，如果数据不符合审核关系，运行系统会立即提示（见图 12—1）。

选择按钮“是”可以查看审核信息，并根据审核信息检查、调整报表数据。如果暂时还不想

查看审核情况（比如录入的只是部分数据），可以选择按钮“否”忽略此信息。 

 
图 12—1 

2 不同类型数据的录入 

任务中除了基本数据表元，一般还有日期型表元（主要是在各任务的信息表中）、逻辑

型表元、代码表元、OLE 文档表元等，不同类型数据录入方法各不相同。 

2.1 日期型表元的录入 

日期型的表元在录入时点击表元右边的下拉箭头会出现如下选择框。 

 

图 12—2 

利用这个选择框，用户可方便地选择某一日期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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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逻辑型表元的录入 

逻辑型的表元在录入数据时会出现如下的选择框，用户在选择框中可以选择要录入的数

据。 

 

图 12—3 

2.3 代码型表元的录入 

点击代码型表元右边的下拉箭头，会出现代码的输入框，如下图所示。 

 

图 12—4 

图中所示的是一组多级代码，点击代码前的 可将本级代码展开，用户可选择所需要的

代码双击就可录入。 

代码表元如果采用列表框输入，则只需要单选或多选所要输入的代码即可。 

2.4 OLE 文档型表元的录入 

用鼠标双击一个 OLE 文档型的表元时，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设计版_运行系统操作手册 

-113- 

图 12—5 

如果选择的是“新建”选项，则选择了对象类型后点击确定，系统要求用户新建此类型

的文档，并将其显示在表元中。若在“显示为图标”前的方框中打钩，则在表元中只显示出

文档的图标。 

如果“新建”时，选择是 WORD 文档图片，则插入的图片将显示在表元中，在“表元

属性”中可设置 OLE 文档的显示方式。 

如果选择的是“由文件创建”选项，则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12—6 

用户点击 按钮可在资源管理器中查找要插入的文档，点击“确定”即可将选

择定的文档插入到表元中。 

在表元属性中，可以设置 OLE 文档的显示方式：保持文档原样、中线对齐、按文档比

例缩放、按表元大小缩放。 

双击表元，可打开插入的文档，用户可对文档查看或编辑。按“Deletet”键可删除插入

的文档。 

2.5 固定表元链接统计图 

在固定表元中，可以链接统计图管理中已经产生的任何一张统计图。这样，报表数据和

统计图可以融合在一张报表中。当然，也可以利用报表的分页打印，连续分页打印出报表和

统计图来。如在基本表、固定分析表和视图表的固定表元中链接统计图。 

选中要链接统计图的表元，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在如下对话框

中可选择固定表元要链接的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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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2.6 固定表元链接变长表 

在图 12—8 所示的固定表元属性中，可以设置链接变长表，这样可以将变长表嵌入到

基本表中，以实现更复杂的表样输出。如在基本表和视图表的固定表元中链接变长表。 

在设置链接变长表时，可设置要链接任务中的哪张变长表，并可设置打印时变长表打印

的行数和嵌入的变长表是否带合计行。 

 

图 12—8 

3 变长表数据录入 

变长表其特点是报表的列指标固定，但行数可以变化。用户录入数据时可以通过按键→

或←Enter 或 Tab 横向移动焦点，↑↓是可以纵向移动焦点，其中↓可以增加一行。 

3.1 增删数据行 

在录入完一行变长表的数据时，如果录入焦点在一行的最后一个表元，则回车时，录入

焦点自动移动新增下一行。 

•插入行：如果想插入一行，则在想插入的地方按 Insert 键，在这一行的上方出现可以录入

数据的空行。 

•删除行：只需选中该行，从右键弹出菜单中单击“删除行”项，或者通过快捷方式 Ctr+Del。 

•成批增加行：变长表中如果设置了代码关键字表元，则可以成批增加选定的代码到报表中。

在变长表中选中代码表元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右键弹出菜单中的“成批增加行”，在弹

出的对话框中列出了代码表元中使用的代码组，选中要增加的代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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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3.2 自动添加数据 

在录入变长表数据时，可设置自动添加数据到当前期，即自动初始化数据。 

变长表初始化数据是指在用户新增报表户，切换报表点击“初始化数据行”按钮等时侯，

从其他数据源(可能为某个代码组，或者其他报表，或者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等)拷贝若干数据

到当前变长表。 

点击报表属性中的“基本属性”属性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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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 

点击“自动添加数据”按钮，可创建变长表自动添加数据的方案。如下图。 

 
图 12—11 

设置了自动添加数据方案后，在录入变长表数据时，可根据方案自动添加数据，方便数

据录入。 

3.2.1 新建初始化数据方案 

点击图 12—11 中的“新建”按钮，系统要求用户选择方案中的数据来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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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2 

按照数据源的不同，初始化数据分为以下 3 类。 

•代码组初始化数据行：根据变长表某个代码输入表元(含有代码组的表元)来初始化。 

如果选择根据“代码组初始化数据行”，点击“确定”后，用户可选择代码表元中的代

码。如下图。 

 
图 12—13 

对选定的代码组，可以添加满足条件过滤的代码，也可以添加用户选定的代码。 

在上图中选定代码表元的代码组后，如果选择“添加满足条件的代码”，则点击“公式”

标签可添加过滤条件，如下图 12—14。 



设计版_运行系统操作手册 

-118- 

 
图 12—14 

过滤条件中可用%code%表示代码，例如：left(%code%)=”01”表示添加以 01 开头的代码。

如果过滤条件为空，表示添加代码组中的所有代码。 

如果在图 12—13 中选择的是“添加选择的代码”，则图 12—13 中的“公式”标签相

应地变成了“选择代码”标签，如下图。 

 
图 12—15 

图中列出了选定的代码组中的所有代码，在代码前的复选框中打勾可选定此代码。点击

图中的“树型显示”按钮，可以以树型的方式显示代码组中的代码。 

设置了要添加的代码后，点击图中的“选项”标签，可设定初始化方案的执行时机。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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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6 

•在新增报表户时执行：即在新增报表户时，将根据自动添加数据方案添加数据到报表中。 

•在切换报表时执行：即在切换报表时将自动添加数据到报表中。 

•当前期数据已存在时不执行：此功能只有在选择了“在切换报表时执行”选项后才有效，

以避免多次切换报表生数据重复填加。 

•在点击“初始化变长表”菜单时执行：在变长表中选定代码表元后，点击鼠标右键，在右

键弹出将出现“变长表初始化数据行”子菜单，执行此子菜单即可自动添加数据。 

•只添加叶子节点：选择此项后自动添加代码组时只添加最底层代码。 

在选项 3 中可设定当前报表户是基层户或汇总户时执行，也可选择基层户和汇总户都执

行。 

•自定义输入：根据用户预先输入固定行列的数据来初始化，用户可选定变长表的若干列，

手工输入若干行。 

在图 12—12 中选择的是“自定义列表初始化数据行”，在如下图所示对话框中用户可

手工输入自定义的数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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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7 

在上图中用户可直接输入要添加的各行的数据。如果不需要添加某列的数据，可将此列

中的“添加此列”前复选框中的勾去掉。 

在“选择”标签中可设置可设定初始化方案的执行时机。如下图。 

 
图 12—18 

上图的界面与图 12—16 基本一致，其操作方法也基本一致。 

•跨任务初始化数据行：这是最灵活的一种方式，用户可以指定从哪个任务的哪张报表的哪

一期的哪一户来初始化数据。 

在图 12—12 中选择的是“跨任务初始化数据行”后，系统弹出如下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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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9 

在“选项 1”中可设置： 

•取数任务：指定从某个关联任务,或者本任务中取数。(如何定义关联任务，请参考设计系

统手册第七章第一节) 

•取数报表：指定从取数任务的哪张表中取数。 

•从报表期：指定从取数任务中的哪个报表期取数。其规则有： 

（1）空表示从当前期取数。 

（2）如填写：-1，-12，+1 表示上 1 期、12 期、后一期取数。 

（3）如填写：T(1)^”01--”等字符串表达式表示按照此表达式求值的结果取数。 

（4）从指定期取数，规则为：XXXX~YYYY，表示范围取数，从 XXXX 期开始，直到 YYYY

期结束，包括 XXXX 和 YYYY 期。如填写："20071003~20071005"表示从 20071003 期开始到

20071005 期结束。 

（5）组合形式：允许多格式同时存在，以西文逗号分割。如，XXXX~YYYY,-1,ZZZZ。 

过滤条件：为一个逻辑型表达式，表示只添加取数报表中满足过滤条件的数据行。 

从报表户：指定从取数任务中的哪个报表户取数。其规则有： 

（1）为空表示从当前户取数。 

（2）“2210100”表示从基本户 2210100 取数、“*2210100” 表示从汇总户 2210100 取数，

也可以为其他字符串表达式。 

（3）支持多个报表户的选择：all 表示所有户、allbasic 表示所有基层户、allhz 表示所有

汇总户。 

“选项 2”中可设置方案的执行时机。 

“选项 3”中可设定当前报表户是基层户或汇总户时执行，也可选择基层户和汇总户都

执行。（选项 2 和选择 3，界面与图 12—16 基本一致，其操作方法也基本一致。） 

点击“对应关系”标签可设置取数敘报表中的表元与本任务中报表表元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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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0 

3.2.2 修改初始化数据方案 

变长表初始化方案设定后，如果要修改，可在图 12—11 中选中要修改的方案，再点击

“修改”按钮，可修改已设定的方案，修改的过程与设置方案的过程相似。 

3.2.3 删除初始化数据方案 

在图 12—11 中选中某一方案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将选定的方案删除。 

3.2.4 执行初始化方案 

在设置数据初始化方案时，在图 12—16 所示的对话框中，用户应该选择初始化数据方

案的执行时机。在录入变长表数据时，系统会根据方案中的设置初始化变长表数据。 

如果图 12—16 中选择的是“在点击‘初始化变长表’菜单时执行”，则要录入数据时

要初始化变长表数据，可选中某一表元后，再点击右键，执行弹出菜单中的“变长表初始化

数据行”，系统将根据设置初始化变长表数据。 

从指定 URL数据源取数：使用这个方法可以直接从 WEB 服务器上取数，当选择此项后，

系统弹出新建连接的对话框，填写服务器地址、用户名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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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1 

点击确定后系统弹出数据源取数的选项框： 

 

图 12—22 

“选项 2”中可设置方案的执行时机。 

“选项 3”中可设定当前报表户是基层户或汇总户时执行，也可选择基层户和汇总户都

执行。（选项 2 和选择 3，界面与图 12—16 基本一致，其操作方法也基本一致。） 

点击“对应关系”标签可设置取数敘报表中的表元与本任务中报表表元的对应关系。 

3.3 数据排序 

录入数据时，对于变长表的中每一条数据，也可以设置数据的排序依据。 

在图 12—10 中点击“排序、显示”按钮，出现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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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3 

在上图的“排序”页中可设置根据代码表元排序和根据数据表元排序。 

•代码表元：可设置变长表数据根据代码在代码组中的顺序排列。 

•排序表元：设置了排序表元后，变表表中的数据根据排序表元的升序或降序排列。 

点击“排序”表元中的“增加”按钮，可以选择某一指示根据升序或降序排序数据。 

3.4 显示条件 

在图 12—23 中点击“显示”标签中可设置显示条件。设置了显示条件后，只有满足条

件的变长表中的数据才显示出来，并可设置数据没有通过审核是否显示，如下图 12—22。 

 
图 12—24 

多级代码缩进深度设置：如果多级代码表元中设置了缩进深度，则输入数据时，代码前

将插入空格，以表示不同的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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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设置序号表元 

在图 12—23 点击 “序号”标签中可设置变长表中的序号表元。设置了序号表元后，

系统会在变长表中的每一行数据的序号表元中自动加上类似 1，2，3，…的序号。 

 
图 12—25 

4 导入外部数据 

在运行系统中，不仅能直接读入下级单位上报的 i@Report 格式的数据，而且可以直接

成批导入现有的 Excel 数据。通过类似 OfficeVBA 的脚本功能，可以直接使用 ADO 的方式连

接大型数据库，如 MS-SQL SERVER，DB2，SYBASE，ORACLE，MS-Access，DBF 等类型的数据

库，可以方便的导入、导出数据。 

4.1 导入 EXCEL 数据 

在 i@Report 运行系统中，可将报表数据导出到 EXCEL 文件中，也可以将符合标准格式

的 EXCEL 文件中的数据导入到运行系统中。 

能导入数据到 i@Report 运行系统中的 EXCEL 文件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但如果是基层

单位将 EXCEL 中的数据导入到当前报表期，则文件名可以任意命名。 

4.1.1 EXCEL 文件命名规则 

文件名由三部分组成：报表期(bbq)、单位代码(userid)、单位类型(btype，汇总户为 9，

基层户为 0)。如：导入一个月报的 2004 年 1 月，单位代码为 110100 的汇总报表户的数据，

文件可以命名为：2004011101009.XLS。 

4.1.2 编辑导数据脚本 

为了正确导入 EXCEL 数据，除了 EXCEL 文件名符合上述规则，还应该编写导数据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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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脚本的例子。 

[task] 

bbq=left($fn,6) 

userid=mid($fn,6,6) 

btype=right($fn,1) 

[id] 

"20043001"="3001" 

[B0=sheet1] 

B2:C153=B3:C154 

[B1=sheet2] 

B2:C153=B3:C154 

脚本说明： 

1、bbq：表示报表期，userid：表示单位代码，btype 表示注册类型，汇总户为 9，基层

户为 0)，报表期、单位代码、注册类型可以用本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公式来表示，如果写成 

bbq= 
userid= 
btype= 

表示要导入的数据是当前报表期的注册单位的数据。 

2、参数$fn 用来替代文件名，如 bbq=left($fn,6)表示根据 EXCEL 文件名的左 6 位得到报

表期。 

3、[id]部分来定义从 Excel 导入的单位代码与本任务中的单位代码的对应关系 

如："20043001"="3001"，表示从 Excel 中导入的单位代码为 3001 的单位对应本系统中

的 20043001， 

$id="2004"^$userid 

$id 表示本系统中的单位代码，$userid 代表 Excel 中的单位代码 

公式$id="2004"^$userid 表示本系统中的单位代码由从 Excel 中导入的单位代码前面加

上"2004"得到。 

4、[B0=sheet1] 

B2:C153=B3:C154 

表示报表对应关系定义，B0 为当前任务中的报表的代号，sheet1 为 Excel 中的 Sheet 的

名字。 

B2:C153 表示本任务的 B0 表的 B2 到 C153 这个区域，B3:C154 表示 Excel 中的 sheet1 表

的 B3 到 C154 这个区域。 

示例[B0=Sheet1]中的 B0 表可根据实际情况替换成本任务中的表名。 

Sheet1 可替换成 Excel 中的 Sheet 的名字。 

B2:C153 和 B3:C154 可分别替换成 B0 表的表元区域和 Sheet1 表单中的单元格区域。 

如果导入的是变长表则可加上参数 line，如 

line=22 表示 Excel 的 Sheet 中最后一行数据为第 2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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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2 表示 Excel 的 Sheet 中最后一行数据与表框的最后一行的差距为 2。 

4.1.3 如何导入 EXCEL 文件 

要将 EXCEL 文件中的数据导入到 i@Report 运行系统中，先根据以上的文件名命名规则，

将 EXCEL 文件重命名。 

点击系统主菜单“收发｜导入 EXCEL 数据”，系统导入如下对话框， 

 
图 12—26 

在上图中，系统要求用户选择导入数据的脚本，如果已有脚本文件，则可点击“从文本

导入”上，将保存为文本文件的脚本文件导入。如果没有建立脚本文件，可点击“新建”，

新建脚本文件。 

点击“新建”后，系统弹出对话框，要求用户输入脚本文件的名称，如下图。 

 
图 12—27 

输入脚本文件名称后，点击“确定”，系统在如下对话框中给出了一个脚本的示例。 

 
图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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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中的部分为注释，即对脚本的解释，用户只需将脚本的内容根据实际情况

修改即可。 

再点击“下一步”，系统要求用户选择要导入数据的 EXCEL 文件， 

 
图 12—29 

点击“添加”，可添加 EXCEL 文件，如果要导入的 EXCEL 文件全部存放在一个目录中，

可直接点击“添加目录”。 

添加了 EXCEL 文件后，再点击“下一步”，系统将导入数据，正确导入后，提示“完成”。 

4.2 通过脚本导入数据 

通过脚本从其他类型的数据库中导入数据时，要先编写导数据的脚本，然后再执行导数

据的命令。 

4.2.1 编写脚本 

在运行系统中，导数据的脚本以命令的形式存在。命令分为任务命令和系统命令。任务

命令与任务有关，且必须在打开任务后才能执行。系统命令与任务无关，在所有的任务中都

可以执行系统命令。在运行系统中打开任务后，可以编写系统命令脚本和任务命令脚本。如

果打开运行系统后，没有打开任务，只能编写系统命令脚本。 

在运行系统中打开任务后，点击主菜单“工具｜脚本管理”，进入“脚本编辑”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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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0 

在对话框中，可以添加系统命令或任务命令。 

单击“系统命令”或“任务命令”，再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右键菜单中的“添加命令”，

将添加一新命令。如果选择“添加目录”，则添加了目录后，再在目录中“添加命令”。 

添加命令后，在对话框右侧的空白区域中即可以编写脚本了。 

4.2.2 执行脚本数据脚本 

导数据脚本编辑完成，通过编译后，退出脚本编辑对话框，在主菜单“工具｜脚本管理”

中将相应出现添加命令时命名的子菜单。选择此子菜单，即可执行导数据命令，将其他数据

库中的数据导入到运行系统的任务中。 

5 复制与粘贴 

在录入报表时，经常会遇到如下情况：在一张表中或两张表间，某一部分的数据与另一

部分的数据是相同的。为此，系统提供了数据拷贝的功能。在进行数据拷贝前，首先必须定

义表元块（拖动鼠标选中多个表元），然后对该表元块按鼠标右键，再选择“复制”，将输入

焦点定位到要拷贝数据的第一个表元，按鼠标右键，选择“粘贴”即可。 

在运行系统中，用户也可以直接通过复制、粘贴等操作与 Excel、记事本等其他软件进

行数据交换。 

定义表元块后，按 Delete 键可删除表元块中的全部数据。 

6 清空当前表页 

如果某一表页内的数据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可将此表页内的数据全部清除，然后重新

输入。 

点击主菜单【报表｜清空当前表页】，就能清除当前表页中的所有数据。清除表页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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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删除整套报表是容易混淆的概念。 

7 删除用户数据 

7.1 删除当前报表户的全套报表 

 

图 12—31 

点击工具栏按钮[删除]，便能删除所选择报表户的全套报表数据。请注意，“删除”会

彻底删除所选择报表户的每一张报表中的数据，应谨慎操作。 

7.2 删除多个报表户的报表 

要想删除多个报表户（单位），必须逐一选中他们。具体操作是按住“CTRL”键，同时

用鼠标点击想要删除的报表户，此时再按工具栏上的“删除”按钮，即可将所选中的报表户

删除。 

顺便说一下，选中多个报表户后，可以通过状态栏看到选中的报表户数目。由此可以看

出，要知道当前期总共有多少户的方法是：通过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动态菜单，执行【选择全

部】，然后查看状态栏左边的“选择报表户数：”。 

注：删除报表户的操作是不可逆的，所以删除前一定要小心，确保没有误删。 

8 示例查询 

在进行报表数据管理的过程中，用户可能需要查询满足某种条件的所有报表户及其报表

数据，比如要查找某一任务中 B1 表中“待征税收期末余额>10000”的报表户，这时使用运

行系统中的“示例查询“功能就可以实现这个需求。从字面上理解，“示例查询”就是根据

出示的例子进行查询，所以可以想象该功能非常直观，简便。 

8.1 数值指标查询 

数值指标查询就是直接在相应的报表表元中输入数值指标应满足的条件，如要查询出所

有 B0 表中 C3 表元的值大于 1000 的所有报表户，操作如下： 

1、选择菜单【设置｜工作状态｜示例查询】，或者直接按快捷键 F3，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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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2 

此时系统处于示例查询状态下， 

 

图 12—33 

2、切换到 B0 表，双击 C3 表元，待光标停留在表元中，然后输入“>1000”，按下回车

键，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12—34 

点击上图中的“开始”按钮，系统即开始查询，并显示出该表元数据大于 1000 的所有

报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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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勾选中“包含汇总户”，则示例查询结果中将包括汇总报表户。 

在示例查询状态下，用户可将查询结果保存为一个数据集。即在报表列表窗口中选择全

部报表户，然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复制数据集”即可。相关数据集操作可参考本章第五

节。 

如果勾选中“按清单列表显示”，则查询结果将以清单列表的形式显示出来，并且，点

击“指标定义”按钮，可以定义要产生的清单列表，如下图所示。 

 

图 12—35 

8.2 字符指标查询 

与数值指标查询相类似，要查询满足字符指标条件的报表户，也可以在报表的字符表元

中输入相应的查询条件。 

与数据指标查询不同是的，字符指标查询是模糊查询。在报表表元中输入相应的字符后，

查询结果中将显示出与查询字符相匹配的报表户。 

例如：在示例查询状态下，在信息表的单位名称表元中输入“银行”，则会将所有单位

名称中包括“银行”二字的报表户查询出来，而不论“银行”二字是在单位名称的什么位置。  

在查询时，也可以输入通配符*、?，通配符的含义与 Windows 查找替换功能中的通配

符的含义是一样的，*表示匹配所有的字符，? 匹配一个字符。例如在单位名称表元中输入

“*公司”，则将所有单位名称最后两个字是“公司”的报表户查询出来。如果输入“*银行*”

则与输入“银行”的得到的查询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字符表元中使用了代码组，则查询时必须输入代码，而不是输入代码对应的文字。

例如：“国民经济行业类别代码”是一组多级代码，在输入代码时只能选择叶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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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6 

在上图所示代码组中，如果要查询所有“国民经济行业类别”是“G6290 其他软件服

务”的报表户，可直接在相应的表元中输入代码“G6290”即可。但如果要查询所有属于“G6200 

软件业”的报表户，则不能直接在相应的表元中输入输入“G6200”，因为没有“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是“G6200”的报表户存在，应该输入的条件是“G62*”或“G62??”。同样，要

查询出所有属于“G000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报表户，应该输入的条件是

“G*”。 

8.3 多个逻辑关系的查询 

多条件查询就是在查询时可以输入多个查询条件，或者是输入复杂的条件表达式。 

如果查询条件是多个条件，可以在报表的多个表元中输入条件，如要查询 B0 表的 C3

表元大于 1000，且 C10 大于 500，可分别在 B0 表的 C3 表元中输入“>1000”,在 C10 表元中

输入“>500”，回车后，如下图所示。 

 

图 12—37 

对话框中列出了所输入的报表表元中的条件，双击每一行的“是否执行”中的“√”可

以选择是否执行此条件。 

在每一个条件后有“AND”和“OR”的选择，选择“AND”表示必须满足此条件，选择

“OR”表示在查询时可以忽略此条件。 

上图中表示，要查询出同时满足“B0->C3>1000”，“B0->C10>500”两个条件的报表户。 

若用户的查询条件含有较复杂的表达式，则可点击主窗口 弹出条件表达式窗口， 

 
图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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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在该窗口中输入表达式。选择“与”或“或”可设置该表达式与报表表元中表达

式的关系。如选择“与”则查询的结果满足所有表元中的条件，如选择“或”则查询的结果

满足该表元的查询条件或者满足其它表元的查询条件。选择“包含汇总表”则可在查询后显

示汇总表。点击右边的三角符号显示查询结果 

在示例查询状态下，按下 Esc 键即可退出示例查询状态。 

9 查找与替换 

运行系统提供了查找和替换功能，可以快速的在当前表页中查找到所需的数值或内容。 

点击菜单【编辑｜查找替换】，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12—39 

•查找：若只想进行查找，只需在“查找内容”中填入想要查找的内容，此时右边的按钮会

变黑，点击“查找下一个”，不选中“全字匹配”，就会对表页内容中含有的与“查找内容”

相同的字符或数字进行查找。若选中“全字匹配”，系统将在表页中对与查找内容完全一致

的字符或数字。 

•替换：在“替换为”中填入想要替换的字符或数字，如果点击“替换”，则将表页中第一次

出现的内容用填入的字符或数字替换，如果点击“全部替换”，则将表页中所有的与填入的

字符或数字相匹配的内容用填入的内容替换，操作与查找一致。 

10 代码定位 

如果下级单位数量比较多，则在列表显示或树型显示中查找某个报表户就比较麻烦。如

果知道单位的代码，则可通过系统提供的“代码定位”功能可以马上定位到该报表户。 

点击菜单【编辑｜代码定位】，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12—40 

在空白框中输入单位代码，点击“确定”就右定位到相应的报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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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数据集管理 

所谓报表数据集，就是指报表任务的某个报表期中报表数据的集合。数据集分为舍位平

衡数据集、选择汇总数据集、同户数据集和普通数据集。相对于其它数据集，包含全部数据

的报表数据集合称为主数据集。 

1 复制数据集 

若一个任务内的数据集太庞大，用户想要查看其中的某部分数据就很费时，这时可以采

用复制数据集进行查看。一般情况下，如果用户所需要的数据集只是整个数据的一小部分，

要想查看这一部分时，就可进行复制数据集的操作。具体操作如下： 

1、在报表户列表显示窗口中选中某个汇总结点，点击菜单【报表｜复制数据集】，出现

如下对话框，定义数据集的名称。 

 
图 13—1 

2、 在对话框中输入数据集的名称，点击“确定”后，系统便会复制数据到新建的数据

集中， 

 
图 13—2 

数据复制完成后，系统就会打开新建的数据集。（系统的标题栏上会显示数据集的名称） 

 
图 13—3 

如果要返回主数据集，点击菜单【报表｜调出主数据集】就会切换回主数据集。 

复制数据集如同获得报表数据子集。 

要删除数据集，请参考本节数据集管理有关内容。 

在图 13—1 中，如果输入的数据集名称是已存在的数据集，则“确定”后，将出现如

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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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系统提示：数据集已存在，请选择处理方式。 

各种处理方式的含义如下： 

•覆盖已存在的报表户：选定的数据与数据集中存在相同报表户时，覆盖数据集中已存在的

报表户的数据，追加不存在的报表户到数据集中。 

•覆盖前询问：选定的数据中与数据集中存在相同报表户时，在覆盖前提示。 

•不覆盖存在的报表户，只追加不存在的报表户：选定的数据与数据集中存在相同报表户时，

不覆盖数据集中相同报表户的数据，追加不存在的报表户到数据集中。 

•完全替换原数据：即删除原数据集中的数据，再将选定的数据追加到数据集中。 

2 数据集管理 

在数据集管理中，用户可对任务中的各类数据集进行集中管理，包括新建数据集、刷新

数据集、定位数据集、删除数据集、重命名数据集等。 

点击主菜单【报表｜数据集管理】，便能打开“数据集管理”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13—5 

•主数据集：即任务的全部数据集合。 

•数据集：点击 “添加”按钮，可新建数据集。新建数据集后，在复制数据集时，可直接将

数据复制到已建的数据集中。 

整体舍位平衡后，舍位平衡的结果将作为“舍位平衡数据集”保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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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汇总结果保存后，在数据集管理中可以看到“选择汇总数据集”。 

在图 13—5 中，选择一个数据集后，点击“选中”可定位到此数据集。点击“清空”

可清空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点击“删除”可删除此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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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用户和权限管理 

运行系统允许用户通过用户名/密码保护任务，用户分三类，分别为任务管理员、操作

员、浏览用户。任务管理员可增加删除用户、修改用户口令。操作员可修改报表数据、浏览

用户只能看不能改。运行系统中的密码区分大小写。 

1 注册任务时设置用户密码 

用户注册任务时，用户可以设置是否需要口令保护，见图 14—1。 

 
图 14—1 

当用户选中“需要口令保护”时，系统弹出对话框要求用户填写帐号、密码，此时要求

输入的用户名其实是任务管理员用户名。 

 
图 14—2 

用户输入管理员帐号和密码后，一定要妥善保管，否则任务将无法打开，而且只有任务

管理员才能进行增加删除帐号、修改密码等。 

2 通过修改注册信息来设置口令保护 

打开任务后，执行主菜单【任务｜修改注册信息】，也能显示图 14—3 所示的对话框，

也同样能给任务加设口令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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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加设口令保护的任务 

打开加设口令保护的任务时，系统就会要求你输入用户名和口令： 

 
图 14—3 

没有被授权的用户将无法打开任务。 

4 用户维护 

【添加用户】 

当以任务管理员身份打开任务时，点击菜单项【工具｜用户管理】，系统弹出用户管理

窗口： 

 
图 14—4 

点击 按钮，系统弹出对话框要求输入新增用户的帐号密码等信息： 

 
图 14—5 

其中用户权限有三种：录入员，管理员和只读用户。只读用户是不能修改数据的。录入

员可以修改数据但不能增加用户。 

设置完成后单击 按钮，就完成了增加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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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口令】 

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以上用户管理窗口修改其他用户的口令。在图 14—4 中选择某个

用户，然后点击 就可对所选择的用户信息进行修改。 

用户自己也可以修改自己的口令，方法为：打开任务后，点击菜单【工具｜修改我的密

码】，弹出如下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输入原密码，再输入新的口令两次，点击 按钮，

则修改成功。 

 
图 14—6 

【删除用户】 

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上文提到的用户管理窗口删除某个用户，具体操作为：定位某个用

户，按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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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舍位平衡 

一般说来，一个报表的计量单位是固定的（比如是“万元”）。但有些情况下，下级可能

以较小的计量单位来填写报表，而上级则需要以较大的单位（如“万元”）来观察、输出报

表。所谓报表计量单位调整，就是指将报表的计量单位从较小计量单位调整为较大计量单位，

但是不改变报表内数据。 

计量单位调整只是将表元中的数据显示出来，并不实际改变原来的值。 

报表计量单位调整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会造成报表数据的不平衡。举例如下：设

某计量单位为“万元”的报表中的表元 A6 等于 SUM(A1：A5)，计量单位调整前，A1 到 A5

的值分别为：2440、2340、1230、2430、2440，而 A6 的值为 10880。现把计量单位调整为

‘亿元’，且保留两位小数，则 A1 到 A5 的值分别为：0.24, 0.23, 0.12, 0.24, 0.24，0.24 + 0.23 

+ 0.12 + 0.24 + 0.24 等于 1.07，而 A6 的值 10880 经四舍五入后为：1.09。这样就造成了调整

前后的不平衡。为了保证报表数据的合理性，我们必须通过某种方法来调整 A1 到 A5 的数

据，保证 SUM(A1:A5)等于 A6，这就是舍位平衡。 

1 设置舍位平衡参数 

1.1 设置舍位平衡属性 

点击菜单【编辑｜任务属性】子菜单，然后系统会弹出【任务属性】对话框,选择“舍

位平衡”标签，如图： 

 
图 15—1 

下面列出了对话框中的选择项： 

•舍位平衡调整数量级：在这个编辑框中输入调整参数，举例：现在的计量单位是“元”，如

果上级要以“万元”为单位来调整数据，你要在这里输入：“10000”。 

•调整后保留小数位：在这个编辑框中选择单位调整后要保留的小数位位数。 

•调整后计量单位表头文字：在这个编辑框中输入舍位后计量单位项。执行舍位平衡后将在

此输入的内容替换单位表头的内容。 

•只舍位不平衡：即只对报表数据作数量级调整，并不自动平衡数据。 

••舍位平衡扫描深度：调整舍位平衡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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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位平衡分配方式：舍位平衡时误差的分配方式。 

平均分配：将舍位平衡时的误差平均分配给各个值。 

按比例分配：将舍位平衡时的误差根据原来值的大小成比例地分配给各个值。 

1.2 设置某些报表不参与舍位平衡 

可以设置某些报表不参与舍位平衡。 

点击菜单【编辑｜报表属性】子菜单，然后系统会弹出【报表属性】对话框如图 15—

2，取消“要舍位平衡”选择即可。 

 
图 15—2 

1.3 设置某些表元不参与舍位平衡 

在一张金额表上，可能会有“人数”指标，当金额指标除以 10000 时，“人数”指标并

不应该除以 10000。用户可以通过将表元属性“是否参与舍位平衡”设置为“否”来达到此

目的。具体操作为：点击菜单【编辑｜表元属性】子菜单，修改表元属性“是否参与舍位平

衡”参数为“否”即可。 

1.4 舍位平衡表头设置 

舍位平衡后，某些表头的内容需要相应调整，例如舍位平衡前某表头内容为：“单位：

万元”，以调整参数位 10000 执行舍位平衡后应该相应调整位：“单位：亿元”。如图 15—

2，在“报表属性”的表头舍位设置栏目中单击设置按钮，在弹出的如下对话框中选择需要

调整的表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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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另外，在设计系统中也可以设置舍位平衡表头设置，具体操作：通过右键弹出菜单中【报

表属性】，弹出报表属性对话框，选择该对话框的最后一项“计量表头”进行设置即是。 

2 舍位平衡处理 

2.1 执行舍位平衡 

在非舍位平衡状态下，按 F4 进入舍位平衡状态。在舍位平衡状态下，按 F4 退出舍位平

衡状态。 

2.2 保存和装入舍位平衡数据 

在舍位平衡状态下，点击工具栏上的“保存”按钮，或单击右键选择“保存舍位平衡数

据”可以保存当前的舍位平衡数据。 

保存舍位平衡数据后，点击主菜单“报表｜调出舍位平衡数据集”，可以装入以前保存

的舍位平衡数据。 

保存舍位平衡数据后，如果再次进行舍位平衡操作，系统将提示如下。 

 
图 15—4 

如果基础数据没有修改，可以直接调出上次保存的舍位平衡结果。如果修改过基础数据，

可进行重新舍位平衡。 

3 整体舍位平衡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对某套表（一般是本级报表）进行舍位平衡。如果要对所有的报表户

的数据进行舍位平衡，系统提供整体舍位平衡功能可以满足该需求。 

通过执行“整体舍位平衡”后，在同一任务下保存了两套数据：基础数据和舍位平衡后

的数据。用户可以随时在两个数据集之间切换。 

整体舍位平衡的操作非常简单，点击主菜单【报表｜整体舍位平衡】，系统就开始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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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于舍位平衡的设置进行计算。 

如果舍位平衡数据集已经存在，并且当前显示的是基础数据集，点击主菜单【报表｜调

出舍位平衡数据集】可以直接切换到舍位平衡状态，此时，【调出舍位平衡数据集】菜单变

成【调出基础数据集】。 

注： 

1、在舍位平衡前，如果您的数据是从其他软件读入的，一定要检查一下是否

满足计算关系！可以直接用系统的[计算全部]功能重新计算一遍！ 

2、在舍位平衡前，必须保证原数据（角分表）全套通过审核 (表内、表间审

核全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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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其他操作 

1 报表户窗口操作 

报表户窗口是用来管理、操作报表户（即报表单位）的。通过操作报表户窗口，可以在

多个报表户之间进行切换，可以选中某些报表户，可以删除选中的报表户等等。 

   

图 16—1 

【选择多户】 

在报表户窗口中选择多户的方法是：按住【CTRL】键，同时用鼠标点击想要选择的报表

户。你选择了多户后，状态行的左边就会出现选中的报表户的数目。要想选中全部报表户的

方法是：点击右键弹出菜单的“选择”全部。 

【清除选择】 

当你选择了多个报表户时，只要你点击报表户窗口中的任一户，你刚才做的选择就自动

被取消了。要人工清除选择，只需右击鼠标弹出菜单，如下图，选择“清除选择”即可。 

【列表显示和树型显示】 

运行系统中可以 2 种方式显示所有的报表户，列表显示和树型显示。树型显示就是根据

报表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以直观的上下级关系显示报表户。图 16—1 是列表显示，而图 16

—2 就是一个树型报表户浏览图，图中的每一个节点的左边都有一人个选择框 ，点击这个

选择框使它变成 ，表示选中了相应的节点。 表示是一个汇总节点。 

   

图 16—2 

在选中的报表户处右击鼠标弹出菜单，如上图 

•选择全部节点：选择所有的节点 

•选中所有同级节点：选中和当前节点同级的所有节点 

•选中当前结点的所有下级节点：选中当前汇总节点的所有下级节点，包括下级的下级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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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当前结点的所有直接下级节点：选中当前汇总节点的所有直接下级节点，即不包括下

级的下级节点 

2 报表属性的查看和设置 

在报表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可查看和设置报表的基本属

性。如下图： 

 
图 16—3 

在运行系统中可对报表属性设置的项目有： 

报表简称、报表详细名称：设置报表在运行系统中的 简称和详细名称。 

设置该报表是否需要汇总、是否参与舍位平衡。 

设置显示条件，只有满足条件时才在运行系统中显示该报表。 

如果是变长表，还可以设置变长表属性，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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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 

在变长表属性设置中可设置变长表的汇总方式、数据表元的行高、新增报表时的代码设

定等。 

在报表中选择某一表元，点击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可查看和设

置报表表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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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 

3 公式浏览 

如果某一任务中设置了很多的计算公式和审核公式，运行系统中提供的“公式浏览”功

能可以方便用户随时查看公式，并可把公式导出为文本文件。 

点击主菜单【编辑｜公式浏览】，出现以下对话框。 

 
图 16—6 

点击图标前的 可展开看到公式。用鼠标右键点击报表名称，出现以下弹出菜单，可将

公式导出为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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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置 

在报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灵活地进行合理地设置，不但可以提高数据录入的速度，还

可方便地对数据再处理。 

点击主菜单【设置】，就可进行合理地设置。 

4.1 视图 

在【设置｜视图】中可设置是否在报表中显示行列标题、状态行等。 

4.2 报表标签 

在【设置｜报表标签】中可设置报表标签的显示方式，是显示代号、简称还是详细名称。 

4.3 表元移动方向 

在录入数据的过程中，有多种方法移动录入焦点。用上下左右箭头键、Home 键、End

键、TAB 键、Return（回车）键。特别地：TAB 键和 Return 键表示移到下一个表元。下一个

表元是右边一个还是下边一个？默认的下一个表元是指右边的一个表元，但用户也可以通过

【设置｜表元移动方式｜列优先】此菜单项自动定位下一个表元为下边的一个表元，如图 16

—7。 

  

图 16—7 

如图所示，用户可以设置是行优先还是列优先。 

4.4 锁定行列 

当要录入的报表比较大，屏幕上只能显示报表很小一部分，当上下、左右滚动报表时，

报表的指标名称栏就会不能完全显示，这给报表数据录入、浏览带来了不便。运行系统提供

了锁定行列功能，使报表上几行、左边几列的指标名称栏保持不动。 

要锁定行列，可在报表中要锁定的行列交叉处选定一表元，点击主菜单【设置｜锁定行

列】可将当前表元所在位置前的行列锁定。对于变长表，则只能锁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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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工作目录 

在装入任务、发布任务、上报数据、读入数据、保存审核结果的过程中，系统都会涉及

到对默认的目录进行操作。如上报数据时，系统会将数据上报到一个默认的目录中，读入数

据时，系统也会从默认的目录中读入数据。 

系统默认的工作目录可通过主菜单【设置｜系统设置】设置，如下图所示，点击 按

钮可更改默认工作目录。 

 
图 16—8 

4.6 脚本设置 

在运行系统中添加了脚本后，可以设置让系统间隔一定时间自动运行脚本。点击主菜单

【设置｜系统设置】，再点击“脚本设置”， 

 
图 16—9 

点击“添加”，可以添加需要自动执行的脚本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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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0 

添加了需要自动执行的脚本后，在图 16—9 中选中添加的脚本菜单，点击“确定”，系

统将自动根据设置的时间间隔自动执行选择的脚本菜单。 

4.7 代理设置 

如果客户端访问报表服务器时，如果使用了代理，则运行系统必须设置代理才能访问报

表服务器。 

在图 16—8 中，点击“代理设置”，如下图。勾选中“使用代理”，即可设置代理服务

器的地址和端口。 

 
图 16—11 

5 数据库整理 

在对数据库进行操作时突然断电或者用户操作不当往往容易引起使数据库混乱，导致任

务无法打开。另外，对数据库的频繁操作也会降低数据的处理速度。针对这些情况，运行系

统提供了数据库整理功能，可以很快将数据库恢复到正常状态，提高数据的处理速度。  

点击菜单【工具｜数据库整理】，系统弹出如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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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2 

与备份任务一样，下拉框里列出的是所有的已注册任务。若用户想整理的任务并未注册，

可以手工录入其路径或点击右边的浏览按钮 ，从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选择要整理数据库的任务后，单击 按钮，系统提示是否要备份任务，选择

了否后，系统列出该任务包含的数据集、报表和报表户清单，（如果选择“是”，将先进行数

据备份，再进行以下步骤。） 

 
图 16—13 

这里可以选择想要整理的报表，一般情况下是选中全部。再单击 ，系统开

始自动整理数据库，如下图，完成后会提示数据库“整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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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4 

6 另存为 Excel、HTML 

Excel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电子表格软件，运行系统与Excel之间可以很方便地进行交互。

一方面，与 Excel 间可通过复制粘贴交换数据，另一方面可以把报表或整个任务另存 Excel

文件。 

另外，也可将表页另存为 HTML 网页，方便用户将报表数据发布到内部局域网上，以供

随时查看。另存为 HTML 的操作与另存 Excel 类似。下面以另存为 Excel 为例详细讲解有关操

作。 

6.1 导出单张表页 

切换到想要导出的报表，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另存为/另存为 Excel”，

弹出如下对话框，导出的 EXCEL 文件将以磁盘文件的方式保存在选定的目录中。 

 

图 16—15 

输入文件名后，点击“保存”，系统马上开始将报表转化为 Excel 格式，转换成功则显示

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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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6 

点击“是”，系统就会马上打开转化成的 EXCEL 文件。 

6.2 导出多张表页 

打开报表管理窗口，选中想要导出为 Excel 的报表，再点击“另存按钮”下拉框中的“另

存为 Excel”即可。不同之处在于要选中多张表页，用鼠标点击要输出的表页，再点击另存

按钮的下拉框中的“另存为 EXCLE”，以后步骤与上面相同。见下图： 

 
图 16—17 

6.3 发布分析文档 

在图 16—17 中选择报表后，点击“另存”按钮右侧下拉箭头中选择“发布报表”，可

将报表或其他文档（如图片、WORD 文档、EXCEL 文件、HTML 网页等）发布到服务器上以

供查阅。 

点击“发布报表”后，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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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列出了所选择的报表，点击对话框中的“添加文档”按钮可从其他目录中选择

添加要发布的其他文档。添加文档后，再点击“下一步”，设置服务器的参数， 

 

图 16—19 

在上图中如果输入的是服务器用户的登陆信息，再点击“下一步”，将出现下图。 

 
图 16—20 

如果输入的是填报单位的登陆信息，点击“下一步”后，将显示如下对话框。 

 
图 16—21 

正确登陆所选择的任务组后，显示当前用户具有访问权限的报表集（图 16—20）。如果

是服务器管理员，可以访问所有的报表集，其他用户只能访问具有权限的报表集。如果没有

具有访问权限的报表集，点击“创建”，可创建新的报表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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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2 

输入报表集的名称和描述，点击“创建”即可新建报表集。 

在图 16—20 中点击某个报表集，系统显示报表集中的分析文档和报表组，如下图。 

 
图 16—23 

点击“发布”，即可将分析文档上传到报务器。如果要将文档发布到报表集中的报表组

中，可再点击报表组名进入报表组，再点击“发布”。 

7 修改报表户代码 

报表户代码是用来唯一标志一个报表户的。在增加一个用户时，其代码就已经确定了。

一般情况下不必修改报表户代码。但是在以下情况下有可能需要修改已经存在的报表代码。 

1）录入了很多数据却发现代码填错了 

2）上级要求起用新代码 

点击菜单【工具｜修改报表代码】，可以从弹出窗口中看到当前报表户及其上级的代码： 

 

图 16—24 

修改报表户代码很简单，但是也很危险，用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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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文本框中输入的自己或上级的代码一定要符合每个任务的代码规则，否则无法修

改成功。如果选中“对所有报表期起作用”，则有多期数据情况下，每一期数据中这个报表

户的代码都会改变。 

2、一情况下，用户并不知道自己上级的代码，所以最好不要随意修改。 

3、如果修改的是汇总报表户的代码，则其下级的上级代码将自动改变，即该节点的树

型结构不变。 

注意：如果你希望不仅修改当前报表期的代码，而是希望将所有报表期中的某个代码全

部改过来，则你可以选中“对所有报表期起作用”选项。 

8 修改注册信息 

用户在装入任务中要输入任务注册信息，以后也可对任务注册信息进行修改。 

点击主菜单【任务｜修改注册信息】，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16—25 

任务装入后，可修改的注册信息项目有：单位代码、单位名称、是否需要口令保护。如

果装入任务时注册的是基层单位，此可以修改成汇总单位。但不能将汇总单位修改为基层单

位。 

9 公式计算 

一般来说，运行系统中的所有公式运算全部是自动进行的。但有些特殊的情形下，仍然

需要用户主动执行公式运算。如读入其他软件数据后、报表中含历史指标公式等等。 

这里以“历史指标公式”为例说明如何进行公式运算。在运行系统中，上期期末值、去

年同期值等指标叫做历史指标，在公式中可用@-1、@-12 等表示。比如会统月报待征税金

表中的“期初余额”等于上月的期末余额，公式就是：C10= @-1F10，@-1F10 就表示上个月

的 F10。F10 的值在新增加报表户时就会计算出来。如果上期数据发生了变化，用户想根据

变化重新获取本期数据，点击工具栏上的“计算”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16—26 

● 对单个报表进行计算：点击工具栏上的“计算”即可。 

● 选择某些报表或者某个报表期进行计算，点击菜单【报表｜选择计算】或者点击工

具栏上的“计算”按钮上的下拉键头，选择“选择计算”。该功能主要用于报表内有取上期

值的情况（即公式中有@计算的）：以税收资金平衡表中的年初余额为例，假若当前报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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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5 月，发现 1 月份的某些数据要做改动，切换报表期到 1 月改好数据，以后几个报表期的

数据都要沿用 1 月改动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再无需切换到每个报表期一一计算，直接可采

用选择计算，选择多个报表期，一次性将 2 月到 5 月数据更新完好。 

● 对任务内的全套报表计算：点击菜单【报表｜计算全部】可以对当前报表任务中的

所有报表进行计算。如果选择了多户，则可以对多户的所有报表进行计算。或者点击工具栏

上的“计算”按钮上的下拉键头，选择“计算全部”。 

注意：点击菜单【设置｜关闭计算公式】，当选中关闭计算公式后，原表元中的公式将

会暂时不起作用（表元中的斜线底纹消失，表明可以直接输入数据）。对于含取历史指标的

公式（一般为@-1，@-12 等），无论是否关闭计算公式，斜线底纹都不会消失，即不能直接

输入数据。 

10 指标选择和计算 

对于在报表中选定的数值型表元，选定后，在报表的状态栏会显示出这几个指标的合计

值。如下图所示。 

 
图 16—27 

系统默认的是计算所选指标的合计，也可以求所选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等。在上图的

“合计=xx”处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如下菜单， 

 
图 16—28 

如果选择了其它计算方法，则再次选择了指标后，就根据所选的方法计算。 

11 数量级调整 

用户在录入报表数据时，有时会没有注意到任务中的数据的数量级与手头上的数据数量

级不一样。如果这样录入了大量数据，再来手工修改重新修改就比较麻烦。系统提供了“数

量级调整”功能，可方便地修改报表数据。 

在报表任务中选择要调整数据级的表元块，然后点击主菜单【工具｜数量级调整】，弹

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图 16—29 

在上图中设置要除以的数量级系数后点击“确定”，则表元块中的数据就根据所设置的

数量级进行调整。 

mailto:一般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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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式计算器 

运行系统提供了“公式计算”功能，此功能相当于一个计算器，点击主菜单【工具｜公

式计算】，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图 16—30 

在“公式计算”对话框中，不但可以直接输入数值型表达式，也可输入逻辑表达式，或

者点击 按钮直接在报表中拾取计算指标。 

点击 按钮后，就可得到公式表达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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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管理员或管理者可在线设计出美观实用的报表任务（表样），再将报表任务（表样）

发布到报表服务器。填报户可通过在线的方式填报数据，本操作手册将和大家一起学习如

何设计制作出一套美观实用的报表任务。 

 
图 1-1 

在线设计系统： 

在线设计系统类似 i@Report 设计系统，是 i@Report 基于 WEB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的

子系统之一，主要是用来设计、定义报表任务的，包括设计报表表样、定义运算和审核公

式等。 

它采用类似 MS Office 的操作界面，采用所见即所得的编辑方式，方便用户快速掌握。

i@Report 报表软件采用类似 Excel 的单元格设计思想，各种复杂的报表格式都能直接反映

到计算机屏幕上。i@Report 允许直接从 Excel 中导入报表；也允许直接将 Excel、Word 等

中的内容粘贴到报表对象上。特点： 

在线设计系统允许用户任意定义、设计报表格式、运算审核公式等内容，而且系统提

供增删行列、任意合并分裂单元格、任意绘制表格线、文字框、图形对象、单元格属性、

撤销恢复等操作方式，帮助用户快速设计任意复杂的报表格式，包括固定表、表中表、变

长表（也叫浮动表）、斜线等，并能实现展现格式与打印格式的完全一致。而且允许用户对

已使用的报表指标体系做任意修改，真正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业务要求。上级单位将报表

任务（报表）设计好后，将任务发布到报表服务器或以其他方式下发，下级单位就只需要

在收到的报表任务中填写数据或者在线填报即可，无须再次进行报表格式定义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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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建报表任务 

在线设计系统采用报表任务的思想来管理报表。相关的一组报表构成一个报表任务。

一个任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套报表。 

报表任务中的报表由下列二类构成：信息表（也叫封面表）、基本报表。信息表是用

来填写报表单位基本信息（如单位代码、名称、所属地区、地址、电话等）的报表，也是

报表任务中必须包含的报表。信息表上主要为文字型指标，一般不设置数值指标。基本表

供用户填写数据。 

同一个任务里的基本表之间具有运算及审核上的关联，报表任务可以根据报表期（即

报表收集期），分为年报、季报、月报、旬报、日报、任意报表等如：基本建设统计月报表、

税收旬报。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任意报表”，这种报表任务是指收集期没有设定的报表任

务，如临时性的普查报表等。一个任务中可以含有多个时期的报表数据，如某一“税收电

月报”任务中可以保存 1999 年至 2002 年每个月的报表数据，对任务操作时只需切换报表

期就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数据了。 

上级单位通过设计系统将报表任务中的表样，运算、审核公式以及分析表的口径设计

好后，以任务为单位下发报表，各下级单位装入任务后即可直接使用。所以设计报表的第

一步是新建报表任务。 

1 主界面介绍 

管理登录之后，新建任务组、新建机构和用户，并赋予用户发布任务的权限，该用户

即可进入新建报表和报表任务了。如下是详细步骤： 

（1） 进入 ； 

（2） 增加一个机构 ； 

（3） 在该机构下增加用户并给他赋予权限；  

 

图 1-2 

用新增好的用户登录，登录后是任务组界面，进入任务组，点击“编辑”——“发布

任务”（NSK 格式）来打开报表任务后，“编辑”进入操作界面如下： 



在线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3- 

 

图 1-3 

2 工具栏、状态栏介绍 

在线设计插件上与运行系统的界面风格基本一致。以下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

分成几块介绍。 

2.1 工具栏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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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图 1-6 

 

图 1-7 

 

图 1-8 

 

图 1-9 

2.2 状态栏 

 

图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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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菜单介绍 

3.1 文件菜单 

•新建任务：建立一个新的报表任务； 

•新建基本表：建立一张新的报表； 

•打开任务：打开已经存在的报表任务； 

•导出任务：从本地导任务； 

•发布任务：设计好的任务发布到服务器上； 

•测试任务：对任务测试，看是有否需要修改的地方； 

•从 Excel 读取表样：新建报表时直接从 Excel 文件中读入报表表样（包括文字，字体，

边框，数据类型等）； 

•保存所有：保存当前打开任务中的所有报表； 

•保存任务为本地任务： 保存任务到本地； 

•保存任务为 Excel 的 Book：把当前报表任务以 Excel 的 Book 格式保存起来；  

•页面设置：在打印之前对报表的页面进行设置，可设置页面、页边距、分页等；  

•打印：打印报表； 

•查看当前任务目录：打开当前任务所在目录； 

3.2 编辑菜单 

•剪切：把选定内容裁剪到剪切板； 

•复制：把选定内容复制到剪贴系统板。可以通过此操作将报表内容复制到 Excel、记

事本等； 

•粘贴：把剪贴板中的内容复制到当前报表的当前位置。利用此功能可以将 Excel 等中

的内容复制到设计系统报表中； 

•清除：清除当前表的表元内容； 

•撤消：也称“后悔键”，撤消未保存的操作（最多可撤消 20 步），使其恢复到操作之

前的状态。通过此操作可以避免误操作所造成的破坏； 

•重做：解除撤销； 

•查找与替换：在当前报表中查找或替换指定的文字串； 

•全选：选择当前报表的所有表元； 

•序列填充：对所选定的一系列表元填充序号； 

•公式填充：对所选定的一系列表元填充公式； 

•表元属性：设置当前表元的属性； 

•报表属性：设置当前报表的属性； 

•任务属性：浏览或修改当前任务的属性。任务属性包括基本设置、舍位平衡、指标默

认值、代码审核、其他设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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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视图菜单 

•列标号：显示/关闭列标题； 

•状态行：显示/关闭状态行； 

•取数背景色： 显示/关闭取数背景颜色； 

•表元打印颜色：显示/关闭打印颜色； 

3.4 插入菜单 

•表头表尾-文本：在表头表尾输入文字串； 

•表头表尾-横/竖线：绘制表头表尾的横竖线； 

•表头表尾-图形：在表头表尾插入固定图形； 

•表头表尾-数据项：在表头表尾添加数据项； 

•表头表尾-虚拟数据项：在表头表尾添加虚拟数据项； 

•增加行：设置从某一行起增加若干行； 

•增加列：设置从某一列起增加若干列； 

3.5 格式菜单 

•设置固定表元：将所选表元设为固定表元； 

•设置斜线表元：在指定表元中设置斜线并输入文字； 

•画/删表格线：绘制、删除表格线； 

•行>：对选定的行进行设置； 

      增加行：设置从某一行起增加若干行； 

      删除行：设置从某一行起删除若干行； 

      设置行高：设置选定行的行高； 

隐藏行：把选定的行隐藏起来； 

显示行：取消隐藏行，要想取消某几行的隐藏必须先选定隐藏行的上下两行，

再点击取消隐藏行； 

•列>：对选定的列进行设置； 

      增加列：设置从某一列起增加若干列； 

      删除列：设置从某一列起删除若干列； 

      设置列宽：设置选定列的列宽； 

隐藏列：把选定的列隐藏起来； 

显示列：取消隐藏列，要想取消某几列的隐藏必须先选定隐藏列的左右两列，

再点击取消隐藏列； 

•合并拆分>：完成选定表元块的合并和拆分； 

合并表元：将选定表元块完全合并为一个表元； 

行合并：将选定表元块合并为同行表元； 

列合并：将选定表元块合并为同列表元； 

拆分表元：将曾经合并过的表元拆分为最小表元； 

•表元字体：对表元的字体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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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头布局：对表头布局进行设置； 

3.6 任务菜单 

•加入报表：增加报表到报表任务中； 

•移除报表：将所选定的表样从任务中移除； 

•设置报表顺序：调整当前任务内报表在工作区下的切换栏内的显示顺序；  

•设置当前报表维信息表：将当前报表命为信息表； 

•任务配色方案：对任务报表颜色的设置； 

3.7 定义菜单 

•审核公式：通过定义报表审核公式来检查输入数据的正确性； 

•公式>：定义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通过输入公式来定义指定表元的值； 

计算条件：定义公式的计算条件，使公式在某条件下才会计算； 

默认值：定义表元缺省值； 

•关联任务：设置与当前任务有取数关系的任务及任务代号； 

•计算指标：编辑计算指标。计算指标是自定义的公式指标，可以在其他要用到的地方

引用； 

•自定义函数：自定义函数，可以在系统其他地方进行调用； 

•报表户代码结构：设置增加报表户时使用的代码组； 

•基层报表户代码结构定义：设置增加基层户报表户时使用的代码组； 

•汇总方案：自定义汇总的方案；  

•自定义报表期：可以自定义除系统默认的报表期以外的报表期； 

•自定义属性：扩展表元、报表、任务的属性；  

•报表参数：设置报表参数； 

•导入 EXCEL 数据脚本：导入 EXCEL类型的数据脚本； 

•自动设置所有表全表取数：设置后全表均自动取数了； 

3.8 工具菜单 

•设为角分表：将当前任务中的所有单位为万元的表设置成单位为元的角分表； 

•存为系统模板报表：将报表存为系统模板，便于以后新建任务时调用； 

•自定义填充：填充序列； 

•公式浏览：查看当前任务中所有的计算公式和审核公式； 

•自动命名>：系统自动将每个表元的字段名进行命名； 

•指标筛选规则：指标名称中与所定义的前缀、后缀相一致的内容将被剔除、指标名称

与定义的内容相等的将被剔除、指标名称中含有的子串、则该子串和其左边部分将

被剔除、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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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关于与退出 

在线设计系统版本说明；退出在线设计系统。 

3.10 弹出式菜单介绍 

 

图 1-11 

•剪切：把选定内容裁剪到剪切板； 

•复制：把选定内容复制到剪贴系统板。可以通过此操作将报表内容复制到 Excel、记

事本等； 

•粘贴：把剪贴板中的内容复制到当前报表的当前位置。利用此功能可以将 Excel 等中

的内容复制到设计系统报表中； 

•跨任务取数：通过定义不同任务间的关系，进行取数； 

•增加行：设置从某一行起增加若干行； 

•增加列：设置从某一列起增加若干列； 

•删除行：设置从某一行起删除若干行； 

•删除列：设置从某一列起删除若干列； 

•设置行高：设置选定行的行高； 

•设置列宽：设置选定列的列宽； 

•取消合计行：合计行动作取消； 

•公式编辑器：用文本方式编辑报表公式； 

•属性：定义选定表元的属性或浏览或修改当前报表的属性； 

3.11 在线设计系统的快捷键 

快捷键 功能 

ctrl + C 复制选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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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 + X 剪切选定内容 

ctrl + V 将复制或剪切的内容粘贴到指定位置 

ctrl + Z 撤销上一步的操作 

ctrl + Y 消除撤销的动作 

4 如何新建报表任务 

由于报表任务是对多张报表实现有机管理的集合，所以我们必须先新建报表任务，然

后向其中添加各种类型的报表。 

4.1 任务名称和标题 

登录进入后，单击菜单项【编辑｜新增任务】，系统会弹出任务设置窗口，如图 1-12。 

 

图 1-12 

此时需要完成的设置有：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是对报表任务的命名，也就是该报表任务保存到磁盘上的文件名。

如任务名称为“新任务”，则系统将该任务保存在磁盘上的文件为“新任务.prp”； 

•任务标题：用来描述和说明任务，在在线设计插件中也用来区别于其它任务，应具有

该任务的特点； 

•报表期类型：指要设计的报表任务的数据收集期，从下拉框中选定年报或月报等。 

完成以上四项操作之后，点击“下一步”，系统将提示用户使用信息表模板，如果直接

单击“完成”则不使用模板；任务建立后，也可以通过菜单【编辑｜任务属性】弹出的对

话框“基本设置”修改任务名称与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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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表模版 

信息表是报表任务中用来描述报表单位基本信息的报表。报表任务中的多张报表，就

是通过信息表来组织、关联的。信息表必须至少含有报表单位名称等关键信息。 

因为每个任务中必须有一个信息表，所以新建一个任务时系统规定必须新建一个表页

作为任务的信息表。一般说来，同一个单位各套报表任务所需要的基本信息相同，定义的

基本信息表也可以完全一样，所以这里提供了信息表模板可供提取，在图 1-12 中点击“下

一步”后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如果用户从来没有建立过信息表模板，则只有“空表”。单击“完成”按钮，系统给

出的是一张 16 行 5 列的空白表样。用户再根据具体样式自行编辑。 

如果选择模板，则右边预览框中可以对选中的模板进行预览，从而选择出所需要的基

本信息表式样。 

建立模板的方法：在任务中切换当前表页为信息表，点击菜单项【工具｜存为系统模

板报表】。 任何一张表样都可以“存为系统模板报表”。 

4.3 信息表设置 

完成以上两步后，系统便完成了报表任务的新建，并进入到该报表任务的信息表主窗

口。图 1-14 显示的是一张制作完成的典型的信息表，报表结构的编辑方法将在后续章节中

谈到。 

这里要强调的是封面表样设计完成后，必须设置“报表户名称表元”这一点极为重要。

设计系统中用报表户代码来唯一标志一个报表户，对应每个代码，都应该有一个报表户名

称（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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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每个表元也有一个唯一标志，就是其行列标题的结合，这与 Excel 是一致的。

如图 1-14 中绿色的表元处于 B 列 5 行，我们叫它 B5。因此下图中的”报表户名称表元”应

该是 B1。 

 
图 1-14 

点击主菜单【编辑｜报表属性】，可在报表空白处点击右键弹出菜单的【属性】项，

切换到“信息表”页面，手工输入“B1”或者点击右边的 按钮，通过弹出的“公式定

义向导”拾取。 

 

图 1-15 

至此，信息表已经制作完成，下面的工作就是增加各种报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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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建报表 

5.1 新增报表 

点击菜单项【文件｜新建基本表】或工具栏上的 按钮， 系统对话框如图 1-16 

 

图 1-16 

或者在工具栏上的 按钮下拉如图 1-17，新建变长表，系统对话框如图 1-18。 

 

图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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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如果选择“空表”，则可以对空表设置行列数和行高列宽。如果选择其他的报表模板，

则如同新建信息表一样， 完成设置后，单击“完成”，系统便会根据选定的设置新建报表。 

对于新建的报表，系统会自动从 B0 开始给报表赋以命名。按照新建报表的顺序，新

建表的系统命名依次为：B0、B1、B2……，如果要更改系统对新建报表的命名，则需在“报

表属性”中重新设置。见第四章。 

注意：在设计变长表时，变长表的合计行不需要定义计算公式。在变长表中合计行

只能位于数据行的最下方，且表元都要设置为固定表元。 

5.2 引入存在的表样 

如果要新建的报表表样在其他任务中已经存在，则可以直接引入，其它任务中设计好

的报表同样也可以在新的任务中使用。选择菜单项【任务｜加入报表】系统会弹出一个对

话框要求您选择要加入的报表（后缀的文件为.NPF），打开即可。 

被引用进来的报表不受源任务的限制，可以在当前任务中进行修改。 

如果从其它任务中引入的报表与当前任务中的报表重名，系统按顺序自动为其重命名。 

5.3 从 Excel 读取表样 

如果要新建的报表表样已经存在于 Excel 文件中，则可以直接从 Excel 文件中读取表

样。选择主菜单【文件｜从 Excel 读取表样】，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要读取表样的 EXCEL

文件（.xls 格式的），然后可选择要读取 Excel 文件的哪些工作表，并可设置工作表导入

到任务中去后报表的类型（基本表、变长表）。点击“确定”钮后系统就将选择的工作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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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任务中去。 

 

图 1-19 

5.4 复制报表 

如果将要建立的报表与已存在的报表表样相类似，可将已存在的表样复制，再修改复

制所得的表样为所需要的表样。 

在报表任务窗口中选择要复制的报表，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复制”，即可将所选择

的报表复制。 

 

图 1-20 

然后在新建的报表中点击一个表元，右键“粘贴”，便出现图 1-21 所示界面。 

点击这里

复制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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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5.5 删除报表 

在当前报表任务的主窗口下，选择菜单项【任务｜移除报表】或在报表任务窗口点击

鼠标右键点击要删除的报表，选择“删除报表”，该报表便会自动移出报表任务。按 Ctrl

键多选可一次删除多张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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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编辑报表结构 

由于在线设计系统中采用了单元格思想，通过编辑报表结构，我们可以设计出任意复

杂的报表式样。编辑报表结构包括：报表的行列属性、报表内表元块的合并与拆分、表格

线删除插入、规划固定表元、表元内定义斜线定义等等许多内容。本章中将就这些内容来

描述如何编辑报表的结构。 

1 编辑报表行列属性 

1.1 编辑报表的行数、列数、行高、列宽 

图 1-13 中表明，在新建报表时，选定报表类型后如果选定的是新建空表，则需要设定

报表的行数、列数和行高、列宽。 

行高列宽的设置可以以厘米为单位，也可以用象像素为单位，区别在于，前者是固定

效果，不会随着屏幕大小变化，后者是相对值，会随着屏幕大小变化。 

设置完毕后，按“完成”钮，系统会生成一个符合要求的报表框架。如果新建报表时

无法确定行列数，没关系，以后可以通过增删行列达到效果。 

1.2 增加、减少报表的行数和列数 

由于增删行列的操作基本相似，这里我们以对行的操作为例。 

1.2.1 增加行 

点击菜单项【格式｜行｜增加行】或者直接在工具栏中点击 按钮，系统会弹出“增

加行”的设置对话框： 

 

图 2-1 

•起始行：是指从第几行开始增加。系统缺省把表元焦点所在行作为起始行； 

•向前还是向后：用来设置要增加的行处于起始行的上方还是下方。如果是向前，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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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行的上方添加行，如果是向后则在起始行的下方添加； 

1.2.2 删除行 

点击菜单项【格式｜行｜删除行】或者工具栏中的 按钮，系统会弹出“删除行”

的设置对话框： 

 

图 2-2 

•起始行：系统将从起始行的下方开始删除； 

•删除行数：是指要删除几行； 

注意：如果要增删行列的报表中已经包含了运算、审核公式，系统将提示某些公式

可能有问题，用户可进行相应调整。 

1.3 隐藏和取消隐藏行、列 

在报表中选择一行或多行，然后点击菜单【格式｜行｜隐藏行】就可将选定的行隐藏，

点击【格式｜行｜取消隐藏行】就可使隐藏的行显示出来。 

1.4 改变列表的行高、列宽 

1.4.1 改变单行行高 

方法一： 

1.用鼠标点击该行任意表元； 

2.点击菜单项【格式｜行｜设置行高】，系统会弹出设置行高的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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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3.用“点数”或“厘米数”来定义选定行的行高；然后按确定，系统会自动完成对行

高的设置； 

方法二：  

将鼠标停在该行行号的下边线上，此时的指针变成一个两端都有箭头的符号，按住鼠

标左键直接通过鼠标的上下移动改变该行的行高。 

1.4.2 改变多行行高 

选定要改变行高的多行，方法为：按住鼠标左键，从要设置行高的起始行拖至终止行，

这样，目标行就以表元块的形式被选定了。 

该表元块不一定要是整行的块，只要包含起始行和终止行的表元即可。 

其余同上述方法一。  

2 表元块的合并和拆分 

如下图所示，在制表的过程中，经常会将多个表元合并为一个表元或者将原来合并的

表元拆分，“合并表元块”就为设计这类表元提供了方便；当然，如果在合并之后又想取消

对表元的合并，则可以通过“拆分合并表元”将已经合并的表元恢复成最小单位的表元。 

 

图 2-4 

表元的合并可以分为完全合并（将选定表元块中的所有表元完全合并成为一个表元）、

行合并（将选定表元块中的表元合并成为同行表元）和列合并（将选定表元块中的表元合

并成为同列表元），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进行哪一种合并，操作的对象都只能是被选定表元

的“矩形区域”，即必须为标准的表元块。 

2.1 表元块的完全合并 

1).选定要合并为一个表元的表元块（表元的矩形区域）； 

2).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合并拆分/完全合并”，或者点击菜单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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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合并拆分｜完全合并】，选定表元块就被完全合并为一个表元了； 

例如：选中图 2-5 左上角的四个表元，在右键弹出菜单中单击“完全合并”。并后效果

如图 2-6 所示。 

 

图 2-5 

 

图 2-6 

                        

2.2 表元块的行合并 

1).选定要合并为同行表元的表元块； 

2).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合并拆分/行合并”或者点击菜单项【格式｜

合并拆分｜行合并】，选定区域内的所有表元就被合并为同一行的表元了（表元的列数并不

改变）； 

2.3 表元块的列合并 

1).选定要合并为同列表元的表元块； 

2).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合并拆分/列合并”或者点击菜单项【格式｜

合并拆分｜列合并】，选定区域内的所有表元就被合并为同一列的表元了（表元的行数并不

改变）； 

2.4 拆分合并表元 

1).选定要撤消合并的表元或表元块（即可以拆分一个合并过的表元，也可以同时拆分

多个合并过的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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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合并拆分/拆分”或者点击菜单项【格式｜合

并拆分｜拆分】，选定区域内的表元就被拆分为最小单位的表元了； 

拆分表元是将曾经合并过的表元拆分为最小单位的表元，对于不曾进行合并操作的表

元是无法再拆分的。 

3 画任意表格线和删除表格线 

当表格线画在表元边框时，可以成批修改表元的边框属性；如果表格线画在表元内部，

则可将表元一分为二，使用起来比表元拆分功能更加灵活。 

点击菜单项【格式｜绘/删表格线】或者工具栏中的 钮，系统会弹出绘制、删除表

格线的工具条： 

 

图 2-7 

3.1 画任意表格线 

1).在弹出的工具条中选择 按钮，并在线型中选择线型方案（系统默认的线形为细

直线）； 

2).将鼠标下移至表格框架中，鼠标会变成一个铅笔的形状，此时，就可以利用“铅

笔”的上下移动在表格框架中画出任意表格线； 

在可供选择的线型中，有一种空线型，选择了此种线型后，用铅笔画出的表格线是无

色线型，此种线型同其他线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在视觉上又同删除表格线的效果相同。

鉴于它的这一特点，空线型多用在不想改变表元属性而又要隐藏表格线的情形之下； 

表格线只能画竖线或横线，不能画斜线。 

3.2 删除表格线 

在弹出的工具条中选择 按钮，然后将光标下移至表格框架中，光标会立刻变成一个

白色橡皮的形状，将橡皮停留在要擦去的表格线上，该表格线上会出现删除标记，单击鼠

标左键，该表格线就被删除了。 

如果将橡皮停留在要擦去的表格线上时，该表格线没有出现删除标记，则表示该表格

线不能被删除。 

4 定义斜线表元 

为了报表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表样的美观，往往需要设计斜线表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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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点击菜单项【格式｜设置斜线】或者工具栏中的 钮，系统会弹出“设置斜线固定

表元”的对话框（如图 2-9 所示），在该对话框中，进行以下设置： 

 

图 2-9 

4.1 画斜线 

点击对话框左边的 按钮，让它保持按下的状态，然后就可以开始画斜线了。

在对话框右边的空白方框中，每边有五个点，表元斜线的定义就是以这些黑点为起止点来

绘制的。用鼠标点住对话框右边区域的黑色小方块，方块颜色变为红色后表示其被选中，

按住鼠标不放，然后拖动到另一小方块，使其变成红色后释放鼠标，就画好了一条斜线。 

删除斜线的方法：用鼠标双击斜线任意一端的小方块。 

点击对话框左边的 按钮，系统会弹出“线形设置”的对话框，然后，在该

对话框的“线条颜色”框中设定需要的线条颜色；并在“线形”框中选择需要的线型即可。 

4.2 编辑文字 

点击对话框左边的 按钮，让它保持按下状态，然后点击对话框右边的空白

方框，此时会看到一个输入提示符在刚才点击的地方闪动，现在可以开始输入文字了。 

要想改变文字所处的位置必须保持“文字”和“斜线”按钮为凸起状态，然后用鼠标

拖动整块文字使它移到相应位置。 

在“斜线设置”中，只能输入文字，并不能改变文字的属性。如要改变文字的属性，

则需在完成“斜线设置”并回到主界面后，通过菜单【格式｜字体】来改变该字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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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设置表元斜线，既可以对一个表元进行设置，也可以选定一个表元块，

同时对多个表元进行斜线定义，定义出的斜线形和文字同时适用于选定表元块的每一个表

元。 

5 任务属性和设置 

每个任务建立后都有一些不同于其它任务的、系统的设置，如任务标题、舍位平衡设

置等，系统提供了任务属性对话框供用户统一管理这些设置。点击【编辑｜任务属性】： 

 

图 2-10 

•基本设置：包括任务的名称、标题以及报表期类型。任务注册后名称及报表期类型是

不能修改的。 

•计量单位：选择需使用的计量单位代码组与设置主数据集计量单位。 

•舍位平衡：设置舍位平衡的数量级、要保留的小数位以及调整后的计量单位。 

•默认值：新增报表时系统将按照这里的设置确定浮点型表元的属性。同时也可以通过

菜单项【任务｜默认值】，一次性地将所有基本表、分析表或整个任务的数值指标修改为默

认值设置。 

•代码审核：设置用户代码与上级代码应该满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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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例如，上图中的条件中，len(@id)=6，表示在在线设计插件中录入数据时，单位代码

必须为 6 位。 

“单位代码分段”可将输入的单位代码根据代码组分段输入，“单位代码分段”的设

置如下， 

 

图 2-12 

•段数：表示该单位代码由几部分组成。 

•代码段类型：表示每一段单位代码的组成类型，可以为手工、代码组、表达式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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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如果选择“手工”，可在“属性（长度、代码组、表达式、编码）”中设置代码的长

度；如果选择“代码组”，可在“属性（长度、代码组、表达式、编码）”中选择需要使用

的代码组；如果选择“表达式”，可在“属性（长度、代码组、表达式、编码）”中设置代

码的表达式；如果选择“编码规则”，可在“属性（长度、代码组、表达式、编码）”中选

择需要使用的编码规则。 

•其它设置：设置增删行列时是否调整公式。并可设置是否允许其他用户修改任务结构

（修改任务结构时需要密码）。 

•填报说明：填报任务的说明，可直接输入对任务数据的填报的说明，也可导入文档。 

•编辑、显示条件：设置任务中的报表、表元的显示条件。 

 

图 2-13 

•报表行隐藏条件：即根据设置的条件隐藏报表中的行。例如上图中表示：如果是非汇

总单位，则 B3 表中的第 2 行将被隐藏。实际情况中的例子是在信息表中有些行列只

是由上级汇总单位填写，则可以设置类似的条件。 

•报表列隐藏条件：即根据设置的条件隐藏报表中的列。上图中表示：如果是非汇总单

位，则 B3 表中的第 2 列将被隐藏。 

•表元不可编辑条件：即设置报表中的某些表元在哪些情况下不能填写或修改。上图中

的例子表示：如果是非汇总单位，则 xxb 中的 b3 表元不能编辑，即基层单位不能填

写此表元。 

•表元不见条件：即设置报表中的某些表元在哪些情况下不显示。上图中的例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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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插件上填报数据时，如果登陆用户代码右边 1 位为“0”时，xxb 中的 b3 表元将不

可见。 

•上报与载入：主要用来定义上报或载入的各种选项。如下图： 

 

图 2- 14 

上报数据： 

默认上报内容：即设置默认的上报报表户数据的选择方式，分别是： 

•上报前提示：上报前提示用户选择上报内容。 

•上报本级单位（作为基层户上报）：上报注册节点的汇总数据，上级单位装入后成为

其基层单位。 

•上报本级单位及其直接下级：上报本级汇总节点及直接下级节点的数据，不包括下级

的下级。 

•上报全部：上报全部单位的数据。 

•上报选择的报表户：上报所选择单位的数据。 

审核未通过时：上报数据时如果报表数据没有通过审核，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分别

是： 

•立即终止上报：立即停止上报进程，并提示用户。 

•上报前提示：先提示用户未通过审核，由用户决定是否上报。 

•不提示上报：不管是否通过审核，全部允许上报，且没有任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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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时审核包含合理性审核：勾选此功能后，系统在上报数据时会对所上报的数据进

行合理性审核。 

上报时自动剔除中间汇总节点：勾选此功能后，系统在上报数据时只上报基层户数据，

不上报汇总户数据。 

上报时检查未通过审核的汇总户：勾选此功能后，未通过审核的汇总户不允许上报。 

必须上报报表户清单中全部报表：勾选此功能并且在上报数据时选择“上报所有单位

的报表”，系统便会将报表户清单与所选择上报的报表户进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可顺利上

报数据，若匹配失败，系统弹出提示对话框，如图 2- 15 所示。 

 

图 2- 15 

装入报表数据：如果报表户不在报表户列表中，也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 

•拒收上报数据：当报表户代码不在报表户列表时，所属的报表数据自动被丢掉。 

•接收上报数据并将报表户添加到报表户列表中：读入上报数据并且将报表户添加到报

表户列表中。 

•接收上报数据但不将报表户添加到报表户列表中：读入上报数据，不将报表户添加到

报表户列表中。 

读入上报数据时对单位名称进行检查、规范：装入上报数据包时检查数据包中的单位

名称是否与用户列表中的单位名称是否一致。 

不装入隐藏报表的数据：勾选后，进行数据导入时，将不装入隐藏报表的数据。 

•审核关闭条件：可定义一个审核关闭条件，当满足该条件时，对任务进行审核，审核

结果总是审核通过；当不满足该条件时，按正常情况判断是否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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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6 

•录入设置：录入设置属性如下图所示。 

 

图 2- 17 

•删除汇总节点时：对其子节点的处理方式有两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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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删除全部子节点 

② 变成父子节点的子节点 

•允许越级录入下级数据：允许汇总单位录入下级单位的数据。 

•任务审核、任务计算时自动作用于变长表：其复选框中有“√”标记的，表示任务审

核，任务计算、审核时也对变长表进行计算和审核。 

•增加报表期时自动增加报表户列表中所有单位：勾选其复选框后，增加报表期时会自

动添加所有单位。 

•增加报表期时自动增加报表户列表中前期有的单位：勾选其复选框后，增加报表期时

会自动添加前期报表中有的单位。 

•自动下载报表户列表：若当前任务是从活动连接下载的任务，勾选该功能后，打开任

务时自动下载服务器上对应的报表户列表。 

•自动添加未报户：勾选“自动下载报表户列表”后才能勾选该功能，勾选后，汇总户

新增报表期时，系统将自动添加其下的未报户。 

•隐藏表参与计算，审核：勾选后，隐藏的报表会参与计算与审核；若不勾选，则隐藏

的报表不参与计算和审核。 

•允许修改汇总户数据：勾选后，允许修改汇总户数据。 

•允许产生差额表：勾选“允许修改汇总户数据”后才能勾选此功能，勾选后，系统可

以产生差额表。 

•切换焦点忽略计算表元：勾选后，用户选中一个表元，按 ENTER 键后，计算表元会

被跳过，一般跳至右边下一个或者下边下一个表元。 

•单位代码自动生成（生成 32 位随机码）：要求在设计系统的任务属性中设置单位代码

长度为 32 位，此功能才会生效，勾选后，系统会随机产生 32 位的单位代码。 

•检查信息表单位名称表元外的其他非空表元：勾选该功能后，任务在填报的过程中，

系统会检查信息表中除单位名称表元外的其他非空表元，如果没有填写，不允许切换至其

他表。 

•显示设置：包括设置任务的代码标题、名称标题、树形显示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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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8 

•审核设置：设置任务的审核结果，审核提示信息，与审核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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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 

 

第三章 定义表元属性 

在设计系统中，根据表元是否允许录入数据将其分为固定表元和变量表元。而变量表

元又按照其数据类型可以分为整型、浮点型、字符型、日期型、逻辑型和备注型和 OLE

型等七类。不同类型的表元所包含的属性项数是不同的。固定表元只具有排版和边框属性，

而变量表元的属性则包括数据、填报等方面的属性。 

对于变量表元，表元的数据属性尤其重要。只有为表元定义了合适的数据属性，才能

通过设计系统对表元公式的语法检查，并确保在线设计插件可以对表元的输入内容做相应

的检查，从而最终保证用户获得正确的报表数据和分析结果。 

在定义表元属性之前，首先要选定表元（或表元块）；然后点击菜单项【格式｜表元

属性】或者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系统会弹出设置选定表元（或表元块）属性的对话

框。本章将根据表元类型分别阐述其属性。 

在设计系统中，有公式的表元即公式表元也被认为是变量表元。 

1 固定表元 

1.1 规划固定表元 

固定表元是指在设计报表时已由设计者确定其表元内容（一般用来填写指标名称），

在在线设计插件中不能更改的表元，系统用灰色显示。在设计报表的过程中，对于固定表

元的规划是十分重要的。由于系统对于新建报表中所有表元默认均为“变量表元”，因此，

首先介绍如何在变量表元的基础上规划出固定表元。 

将变量表元变成固定表元有两种方法： 

● 直接在变量表元内输入文字或字符，可将原变量表元转变成固定表元； 

在其它软件如 Excel、记事本中复制文字内容后粘贴到报表中，也可以将变量表元变

成固定表元。对于 Excel 中有结构的文字，也可以选中一块，进行成批复制。 

● 不在表元内输入内容，仅仅利用系统提供的转换键 将变量表元转变成固定表元。

（这种情况下固定表元块内没有任何文字） 

步骤为： 

1. 选定表元：用鼠标选中欲设置为固定表元的表元或表元块； 

2. 在工具栏中点击 按钮，即将选定表元(或表元块)设置成为没有任何文字内容的固

定表元； 

在设计报表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要删除某些固定表元的内容或者要将固

定表元恢复为可供用户填写的变量表元。此时：用鼠标选中欲删除内容或欲恢复为变量表

元的表元或表元块；在工具栏中点击 按钮，即将选定表元（或表元块）的内容删除并

恢复为变量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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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固定表元中，上交标用字符“^”，下角标用字符“_”表示，如果固定表

元中要显示 m
2
，可在表元中输入“~（字符串）m^2”；m2可输入“~（字符串）m_2”。 

1.2 表元属性 

固定表元只具有排版属性，这也是变量表元所具有的。下图所示是固定表元的属性编

辑框： 

 

图 3- 1 

在对话框中可以对表元属性进行定义。标题栏上显示的“A1”是该表元的字段名； 

•表元详细名称：指的是通过表元命名后用文字表示的表元名称。 

•链接报表：表示固定表元中可链接到一变长表，在基本表和视图表中通过固定表

元链接变长表，可实现更复杂的表样输出。 

•链接报表列宽和主表一致：设置链接报表输出的列宽是否和主表保持一致。 

•打印时链接报表行高保持不变：设置打印时链接报表数据的行高是否保持不变。 

•链接表元：表示固定表元中可链接到其他表元。 

•换行还是缩放：设置字符在表元中不能完全显示时如何处理。 

•打印颜色：设置表元在打印时的颜色，设置的颜色只有在在线设计插件的“打印

颜色”显示状态下才显示或在打印的纸质表上显示。 

•背景颜色：设置表元在系统显示的背景的颜色。 

• 边框：设置边框颜色属性需要点击右边的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设置。

下图所示为表元的边框属性编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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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系统永远取表元的左、上边线属性作为其显示属性，如对于紧邻的两个表元，若为左

右相邻，则公共边属性取右边表元的左边线属性；同样，上下相邻表元的公共边即下方表

元的上边线。 

表元的边框属性可以通过画表格线成批修改。 

成批修改表元的边框属性既可以通过块选多个表元进行，也可以采用画表格线的方法。 

2 变量表元 

变量表元除了具有与固定表元相同的属性外还具有包括数据属性等在内的特有的属

性。不同类型的变量表元所具有的属性也不同，但它们同时也具有一些共同的属性。 

•字段名：通过表元所在列和行的标题交叉得到，如 C3、H2 等。它也是表元在数据库

中存储所用的字段名。一般不需要设置。 

•填报说明：对表元指标数据如何填报的说明性文字，既可以输入文字，也可以输入表

达式。设置了表元填报说明，填报数据时系统可以显示提示信息。 

•表元详细名称：表元的详细名称可以作为在线设计插件中产生的动态分析表（详见运

行系统第十章第三节）中的指标名称。建议用户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自动命名功能（详见

设计系统第十二章第三节）成批命名，或成批命名后再手工修改。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有 7 种，依次为：字符串、整数、浮点数、逻辑型、日期型、

备注型、OLE 文档。其中，字符串为文字、符号类型；整数和浮点数即为数值型；逻辑型

是指“真假”性，即该类型的数据数据只有两种可能：“是”（TURE）或“非”（FALSE）；

日期型为表示日期的数据类型；备注型是一种特殊的字符串类型，它的字符个数不受限制；

OLE 文档类型的表元在在线设计插件中可以直接从该表元中链接到其他各类文档，如

WORD、EXCEL、图片等。 

•默认值：是指在在线设计插件中新建一套报表时系统自动给出的表元值。设置“默认

值”时直接在该栏中键入想要赋给该表元的具体数值或公式即可，默认值也是由系统计算

得出，但用户可以修改。如要设置填表时间为当天日期，要设置默认值为“today()”。 

•允许为空：是指在在线设计插件中，该表元的值能否不填，既可以输入文字，也可以

输入表达式。如果不允许为空的表元用户没有填写，则系统会通过审核信息给出警告，这

样能确保某些关键信息必须填写。 

•前后缀：“前缀”和“后缀”是指在在线设计插件中显示表元内容时所加的前缀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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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例如，对于填写内容为人民币数量的表元，可以加上前缀‘￥’，那么，如果表元的值

为 13235.25，运行时系统就会显示‘￥13235.25’。又如，对于单价，可以加上后缀‘元/

公斤’，那么，如果表元值为 10.00，则系统自动显示为‘10.00 元/公斤’。 

•打印颜色：设置表元在打印时的颜色，设置的颜色只有在在线设计插件的“打印颜色”

显示状态下才显示或在打印的纸质表上显示。 

2.1 数值型表元属性 

数值型表元包括整型和浮点型，下图所示为浮点型表元属性编辑框： 

 

图 3- 3 

•数据长度：整型使用系统缺省的 10 位长度，而浮点型数据长度及小数位数用户可以

设置，其整数部分位数用数据长度减小数位数再减小数点占一位。如数据长度为 12、小数

位数为 3 的浮点型整数部分长度为 8。 

若想定义超过 10 位长的整型表元，可以将其数据类型设为浮点，小数位数为 0。 

数值显示带千分位：即每隔三位用逗号分隔。以浮点数 12325.25 为例，如果数值显示

带千分位，则在在线设计插件中，浮点数将被显示为：12，325.25；否则显示为：12325.25。 

•自动汇总项：是指在在线设计插件中进行报表汇总时，这些表元的值将由下级单位相

同表元的值叠加汇总得来。如果某表元为非自动汇总项，且带运算公式，则表元内容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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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的基础上根据公式求值得到。 

•是否参与舍位平衡：若选“是”，在线设计插件中进行舍位平衡时，会对此表元进行

舍位，并显示舍位后的数值；否则，在在线设计插件中进行舍位平衡时，该表元内容保持

不变。 

•误差分配：如果表元属性的[参加舍位]设置成[是]，表元就会有[误差分配]属性，如果

[误差分配]属性设置为[不参加]，其值保持不变。如果我们希望舍位平衡时保护某些指标，

则可以将这些指标的“自动舍位”属性设置为“否”。一般情况下设为“自动”。 

2.2 逻辑型表元属性 

逻辑型表元仅需要设定数据显示格式，表示文法如下：真显示内容|假显示内容。其返

回值虽然只有 TRUE 和 FALSE 两种，但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报表需要，选择显示值，包括：

“是”、“否”，“真”、“假”，“正确”、“错误”，“√”、“×”以及“YES”、“NO”。 

在“逻辑型显示格式”栏中的选项有 5 种，设计者可以根据需要在这 5 种中任选其一。

另外，用户还可以自定义逻辑型（数据）的显示格式，定义格式为：“为真时的串/为假时

的串”。 

逻辑型表元输入方式：下拉框输入、多选框输入、单选框输入。 

2.3 字符型表元属性 

字符型数据长度不能超过 255，若要规范表元的输入内容，可以采取两种方式。 

2.3.1 枚举列表输入 

通过选择事先编辑好的选项来输入表元内容。如职称，就可以事先编辑好可能要用到

的全部职称项目：教授、副教授、工程师等，在在线设计插件中用户只需在侯选项中进行

选择即可完成该表元内容的输入。 

1) 允许键盘输入：如果选择“是”，则用户录入时既可以选择，也可以用键盘输入，

且输入的内容可以是枚举列表中没有列出的；反之，则只能选择列表中的子项。 

2) 枚举列表：用来编辑枚举项中罗列出的内容。 

A． 点击“枚举列表”右边的 钮，系统会弹出一个编辑框，此时就可以开始编辑枚

举选项； 

B．将光标停在编辑框内，用键盘依次键入所提供的选项，每一选项必须自成一行，

输完一项后回车再输入另一项； 

C．选项输入完后，按 可结束编辑。 

2.3.2 使用代码 

利用在报表任务中事先定义好的代码来输入表元内容，使用代码输入的表元叫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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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一旦定义了表元属性中的“使用代码”为“是”，则点击 ，下面的七项被击活： 

 

图 3- 4 

•代码组名：从下拉框中选择任务中定义的代码组，定义方法见第十一章第一节。 

•代码文字序号：若选用的代码包含辅文字串，该选项用来设置表元显示的文字是主文

字串还是辅文字串。 

•代码显示格式：显示格式是指代码表元在在线设计插件中的显示格式。设计系统中支

持的代码表元的显示格式有 6 种，直接点击欲设的显示格式即可。 

例如：在图 3- 4 中的代码组名为“报销类型”，如果代码显示格式为“文字”，则在表

元中显示的就是“北京项目一”等。 

•仅选择叶子节点：若使用的代码为多级结构，则只允许用户选择最低一级代码。如图

3-5 中，只能选择 A02 项目而不能选择 A00 这个大项目。 

•允许录入不是代码组中代码的值：选择“是”，允许录入不是代码组中代码的值；选

择“否”，不允许录入不是代码组中的值。 

•是否允许手动输入：选择“是”，允许手动输入值；选择“否”，不允许手动输入值。 

•下拉框宽度：用于设置代码组下拉宽度的值。 

 

图 3- 5 

注意：“枚举列表输入”和“使用代码”两种方式可以任选其一，但不能同时采用。  

2.3.3 输入方式 

逻辑型表元和设置了使用代码的字符型表元，则可以设置代码的输入方式：下拉框输

入、多选框输入、单选框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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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 

•下拉框输入：即在下拉框中选择输入； 

•多选框输入：即表元中将显示多选框，可选择多个选项输入； 

•单选框输入：即表元中将显示单选框，只可选择一个选项输入； 

•下拉多选框：即在下拉框中选择输入，可选择多个选项输入； 

•按钮布局：即采用多选框输入或单选框输入后，按钮在表元中的排列方式。按键布

局用字符串表示，如 2，1，3表示共计 3行，第一行为 2列，第二行为 1列，第三行为 3

列；默认空表示只有一列。如果不指定按钮排列，则应该按照表元的居中居左居右和横排

竖排自动排列； 

2.4 日期型表元属性 

日期型表元可以选择日期型数据的显示格式。设计系统中支持的日期显示格式有

YYYY 年 MM 月 DD 日、MM 月 DD 日等 7 种显示格式，设计者可以根据需要在这 7 种中

任选其一。 

2.5 OLE 文档型表元属性 

OLE 文档型表元中可以链接其他类型的文档，如 Word、Excel、图片、声音文件等。

在设计系统中设定某一表元为 OLE文档型后，在在线设计插件中就可直接链接选定其他文

档，并在表元中显示出该文档的内容。具体请参见运行系统相关内容。 

注意：在在线设计系统中允许用户任意更改表元数据类型，即使任务已经使用过。

更改表元数据类型后引起报表结构变化，可在在线设计插件中通过任务升级来完成报表数

据的迁移。在在线设计系统中单纯地更改整型或浮点型表元的数据长度不会引起报表结构

的变化。 

2.6 图像表元和附件表元属性 

某些项目需要在报表表体内显示图片或附件，并能像普通数据表元中的数据一样存储、

上报、下载、展示等。而在线填报系统中可以就有图像、附件表元供设置。 

2.6.1 设计 

图像、附件表元仅支持基本表（包括信息表）。其，显示图像、附件所需的举行区域

大于普通数据表元，所以要先合并表元再设置成图像、附件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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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7 

如图 3- 7 所示进行表元合并后，进行表元属性设置如图 3- 8。 

 

图 3- 8 

在图像表元属性设置中（如图 3- 9）将数据类型设置为“图像”，进而会出现如图 3- 10

中更为详尽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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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9 

 

图 3- 10 

其中，“图片类型过滤”中可设置想要的图片类型，设置后只有相应的图片类型才能

供选择；“最大允许上传的文件大小”单位是 MB；“最大直接下载文件大小”单位是 MB；

“数据内容字段名”后面的值是自动生成的，是图片内容存放的地方；“是否压缩存储”自

动值为“否”，且不能更改。 

注意：“最大直接下载单个文件大小”一般保持默认的“1”。如果设置过大，再加

上图片文件过大，那么文件加载时会很慢。 

而附件表元属性设置如图 3- 11 所示，进而出现详尽设置内容。在图 3- 12 中的“文件

类型过滤”可以填上相应的格式类型。例如：*.txt，*.doc 等，各种类型用个逗号隔开即可。

不进行填写就默认为所有的格式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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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1 

 

图 3- 12 

2.6.2 填报与实现 

设置好后如图 3- 13 所示，表元类型都显示出来。图中，“类别”的“文件类型过滤”

没有做设置，而“附件” 的设置了“*.txt”。 

 

图 3- 13 

填报时的显示如图 3- 14 所示。 

 

图 3- 14 

新增方式有三种： 

（1） 双击表元； 

（2） 点击表元内的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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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表元中获取鼠标焦点后，按 F2 键； 

在新增上例的图像是，弹出图 3- 15 所示框，可以看到是所有图片格式都支持，因为

在设置时“文件过滤类型”没有做设置。 

 

图 3- 15 

而在新增附件时出现如下两图，图 3- 16 实在新增“类别”时出现的，可以选择任何

形式的附件文件，而图 3- 17 中，由于是“附件”的，所以只有 txt 格式的文件供选择。 

 

图 3- 16 

 

图 3- 17 

上传时，文件大小如果超过了设置的大小，就会弹出提示如图 3- 18 所示。 

 

图 3- 18 

填报报好数据后，就出现如图 3- 19 所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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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 

双击相应图片或附件，便会有所显示，如图 3- 20 示，分别是“头像”、“类别”和“附

件”。 

 

图 3- 20 

另外，想要删除，有两种方式： 

（1） 点击 图标； 

（2） 按“Delete”键； 

注意：图像附件表元不支持复制、粘贴、剪切、撤销等功能。 

2.6.3 上报与下载其他相关内容 

1. 图像、附件表元不能参与计算汇总，但是可以设置审核公式（非空等）； 

2. 较大的文件，查看时会提示 “是否存为再查看”，“否”的话就不看，“是”则从

服务器上开始下载。此时其存在一临时文件中，“另存为”后将永远存在这个临时文件中了； 

2.6.4 其他相关内容 

1. 任务结构改变后的数据升级： 

新增、删除行列，使得报表结构发生变化，图像表元、附件表元的数据能够正确升级，

主要依赖于报表结构的重建和任务对应关系的建立； 

2. 任务备份与恢复： 

含有图像、附件表元附件的表元数据的任务备份与回复时，其均能正常备份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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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同类型的报表 

在增加报表对话框中，共有 2 种报表类型：基本表、变长表，它们是是供用户录入数

据的。这 2 类报表在设计系统中设计好表样及统计分析或查询的口径，运行时就能直接提

取报表数据了。 

在报表任务窗口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简单分类”，系统将任务中的所有报表分为

两类：数据表和分析表。数据表包括信息表、基本表和变长表。 

1 基本表 

1.1 基本长表的特点 

基本表是指行列固定的数据报表。从数据库的角度理解，一张基本表对应数据库中的

一条记录。下图就是基本表的例子： 

 

图 4- 1 

图中，带有横线的表元是通过计算得数据的表元，无需填写，显示的是其计算公式。 

通过基本表属性，我们可以了解基本表的特点。在报表中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属性”，弹出“报表属性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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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 

报表代号、简称和详细名称是在线设计插件中报表标签上显示的内容，代号是必须有

的，在线设计插件中根据报表代号产生该表对应数据库表名。 

在设置中可设置是否需要舍位平衡和本表是否参与数据汇总。 

配色方案是在设计系统中对不同类型表元设置不同的显示颜色， 对话框如下所示，

将配色方案设置为“自定义”，再双击“样本显示”中的固定表元或数据表元，即可设置颜

色。 

 

图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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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的配色方案设置完成后，可以应用到任务中的全部报表。 

2 变长表 

2.1 变长表的基本特点 

从表样上看，变长表是列数固定，行数变化的报表，在设计系统中变长表只含一行变

量表元，含变量表元的行叫做变量表元行。到了在线设计插件中，用户录入数据可以使变

量表元行数增加或减少，纵向上的指标保持不变。从数据库的角度理解，变长表中的一行

对应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一张变长表有多少行数据，就对应了多少条记录。它作为一种

标准的行列表区别于每一页才为一条记录的普通报表，这是变长表与基本表的根本差别所

在。 

变量表元行中的任一表元，不能为固定表元、备注表元等；除变量表元行外的任何地

方，不能含变量表元。变长表每页显示（打印）多少行数据是可以通过报表属性设置的。 

下图所示是一张在任务测试中产生数据的变长表。 

 

图 4- 4 

这张表记录的是某人的出差情况，每一行记录记载的是起一次出差的具体情况。 

新建变长表时，系统默认的变长表表样为 3 行 10 列，第一行中的表元默认为固定表

元，一般输入指标项目，第二行默认为数据行，第三行默认为合计行，表元默认为固定表

元。 

如果第一行的指标项目行，行数不够，可以增加。但是，在新建变长表时，数据行只

能是一行（在在线设计插件中录入数据时可增加到多行）。 

2.2 设置变长表的合计行 

变长表还有一个重要属性是合计行，该行的数据是对所有数值列数据累加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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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变长表时，合计行中的表元只能是固定表元，不能包括其他变量表元，同时在

合计行中，不需要定义任何合计公式，系统会自动产生合计数据。 

如果要禁止对某几列进行合计，则可以在对应列的表元中输入文字或特定符号（如“-”），

该列将不被合计。 

在新建变长表时，系统默认变长表的合计在报表的最后一行。也可以设置任意一行固

定表元行为合计行，设置方法为，选中固定行中的任一固定表元，点击右键，选择右键菜

单中的“设置为合计行”；如果要取消的合计行，同样地点击右键，选择菜单“取消合计行”

即可。 

2.3 变长表的汇总方式 

与基本表不同的是变长表除了基本属性外还有其特殊属性需要设置，在报表空白区域

单击右键选择菜单【属性】，将弹出的“报表属性”对话框切换中到“变长表”，如下所示： 

 

图 4- 5 

基本表只有一种汇总方式，就是将所有数据累加；而变长表可以选择多种汇总方式方

式，在变长表的报表属性中点击“变长表”，可以选择多种汇总方式。用户选定了某种变长

表汇总方式后，列表框下的文本框将解释该方式的汇总效果。 

•汇总方式： 

1) 所有数据行合计：数据汇总后系统将各下级单位的的各张变长表中的数

据累加，并以一个单位一行的形式出现在汇总表中； 

2) 列出所有数据行：系统将所有下级单位的变长表中的数据行全部罗列到

汇总表中； 

3) 列出直接下级合计行：仅将直接下级单位的数据合计值罗列到汇总表中； 

4) 按顶级子代码汇总：将各下级单位的数据根据代码中的顶级代码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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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方式汇总时必须设置代码表元； 

5) 按整个代码汇总：将各下级单位的数据根据代码中不同代码累加到一起，

以此方式汇总时必须设置代码表元；如果设置的“自动多级合计”，则汇总后可产

生多级合计数据； 

6) 按关键字汇总：自己定义关键字，根据关键字进行汇总； 

•多级合计：如果变长表在使用了多级代码，汇总方式选择的是按代码汇总，则可设置

代码表元中是否自动产生多给合计行； 

•自定义关键字：在变长表中定义累计值公式时应先设定关键字表元，系统根据关键字

表元来唯一区分变长表中的每一条记录； 

•显示：设置变长表中每一行的高度； 

在变长表中定义运算公式同在一般报表中定义运算公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操作的

步骤上也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变长表中的变量表元只有一行，因此在变长

表中不存在成批定义公式，也不允许引用外表表元。 

2.4 设置手工增删变长表数据行 

打开“报表属性”对话框，切换到“变长表”，点击 ，弹出“高级”对话

框。如果勾选“允许手工增删变长表数据行”，在填报的过程中可以手工增删变长表数据行。 

 

图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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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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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编辑报表的表头表尾 

报表的表头表尾对于整个报表而言，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表头表尾文字项（即在表

头、表尾插入的文字串），用来设计报表标题、报表填写、金额单位、报表日期等内容；通

过表头表尾图象（即在表头表尾插入的固定图象），用户可以将本单位的徽标等插入到表头

或表尾；另外，还可以通过在表头表尾中画横竖线或添加变量表元使报表的内容更加生动、

丰富。本章中将具体介绍如何实现设计系统所提供的“表头表尾”功能。 

表头表尾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差别，只是根据它们在整张表页中所处的位置区分为表

头或表尾。 

1 表头（表尾）文字串 

1.1 一般表头表尾文字 

表头表尾文字项类似 Word 中的文本框，是指在表头、表尾位置插入的文字串，一般

用来设计报表标题、报表填写说明等，如下图所示： 

 

图 5- 1 

在报表的表头表尾添加文字串的方法为： 

点击菜单项【插入｜表头表尾-文本】，然后将光标移至表头或表尾（报表中表格框架

以外的区域），光标会变成一个“ ”的形状，按住鼠标左键，在表头表尾位置上想要插

入文本的地方拖拉出一个放置文本的区域，该区域会立刻变成一个输入框，此时，便可直

接用键盘输入文字。 

 

图 5- 2 

要改变表头文本的字体、颜色，可以用工具栏上的字体按钮，也可以用鼠标双击表头

文本的边框，在表元属性中设置，弹出的对话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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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 

1.2 表头表尾宏 

1.2.1 设计系统中独有的表示法 

表头表尾中除了输入固定的文字串，也可以使用宏，这样，表头表尾就可以根据用户

录入的内容而显示相应的信息，如显示单位名称、填表时间等。并且，这些信息可以出现

在该任务中的任意报表（包括统计分析表）的表头表尾。这样既保证了这些信息在各个报

表中的一致性，又避免了数据的重复录入。 

表头表尾宏与输入一般文字串的方法一样，只是输入的内容是下列规定的方式： 

填报单位        %name%     %mc% 

报表户代码      %ID%       %dm% 

年              %Year%      %t1% 

月              %Month%    %t2% 

日              %DAY%     %t3% 

季       %JiDu%   %t2% 

为了照顾用户习惯，每个宏都有多种写法，用户可以根据使用习惯进行选择。 

这里的 t1，t2，t3 的含义与函数 T(1)、T(2)、T(3)相类似,其具体用法可参照函数清单

中的 T(Num)函数。注意：只有在返回值一样的情况下%month%和%t2%，%day%和 %t3%

才可以分别互换。例如：对于季报，t2 返回的是季度，因此， %t2%是不可以用%month%

替换的，否则无返回值；这时%t2%可以换成%jidu%。 

year、month（或 t1、t2）用大写，在线设计插件中显示汉字年、月，否则显示阿拉伯

数字。例如：对于日报表，如果报表期为 2006 年 3 月 26 日，表头宏写成“%t1%年%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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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t3%日”或“%year%年%month%月%day%日，则显示为“2006 年 3 月 26 日”； 表头

宏如写成“%T1%年%T2%月%T3%日”或“%YEAR%年%MONTH%月%DAY%日”，则显

示为“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其它宏中大小写无区别。 

另外，%ABBQ%用在表头中可以提取分析表报表期的起止期。例如：如果分析的是

2005 年 1、2、3 月份的报表，则显示为“2005 年 01 月到 2005 年 03 月”。 

对于旬报和五日报，T3 可以自动识别。旬报显示为上、中或下，五日报则显示为 1 日

-5 日，……20 日-25 日或 26 日-月末。 

1.2.2 引用信息表中的表元内容 

如果信息表中包含了要引用的内容，如填表人等信息，其它表页中的表头表尾也可引

用，引用格式为：“%表元名%”。 

如：要在报表任务的 B2 的表头中引用信息表中的 A1 表元设置的“复核”一栏的内容，

则只需在 B2 的表头中要引用该关键字的地方输入“%A1%”即可，这样，在在线设计插件

中，系统就会自动将信息表中填入的“复核”的内容引用到 B2 表头表尾的指定位置。 

注意：1、表头表尾文本中不能定义公式，也不能参与运算，同时系统也不会将相

应信息保存到底层数据库。 

2、表头表尾宏中不能直接输入表达式,那样表达式会不起作用,在在线设计插件中显

示的只是表达式本身。若一定要用到表达式，可先将表达式定义成计算指标。例如：要在

表头中显示当天日期，可先定义计算指标 Y，M，D。其中 Y 定义为 year(today()),M 定义

为 month(today()),D 定义为 day(today()),表头宏写成%Y%年%M%月%D%日即可。 

1.3 表头表尾位置  

要移动或者放大表头表尾文本，可以用鼠标点击图 5.1-2 中的文本框边框，使光标变

成十字箭头状，然后用鼠标直接拖边框可以移动表头表尾文本，用鼠标拖边框中的小方块

可以放大缩小表头表尾文本。 

在工具栏上的 可以用来设置表头表尾的对齐方式。设置了对齐方式后，

在在线设计插件中表头表尾会随着单元格的缩放而移动，但始终保持与表框的左对齐、居

中或右对齐等相对位置。 

注意：如果在线设计中没有定位好表头表尾的位置，在线设计插件中也可以调整。  

2 表头表尾图象 

通过在表头表尾插入的固定图象，用户可以将本单位的徽标以及其它认为有意义的图

象插入到表头或表尾中，从而使一个报表显得更加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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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菜单中点击【插入｜表头表尾-图形】， 

然后将光标移至表头表尾，光标会变成一个“ ”的形状；按住鼠标左键，在表头表

尾中想要插入图象的地方拖拉出一个放置图象的区域，随后，系统会立刻弹出“图象表头

设置”的对话框，在对话框中，提供了 3 种图象来源： 

 

图 5- 4 

点击“来自文件”钮，系统会弹出打开图象的搜索框： 

 

图 5- 5 

在该搜索框中输入指定图象的路径并选定该图象文件，图象的文件名会自动出现在搜

索框下方的“文件名”中。在“文件名”下方的“文件类型”中系统默认为所有图象文件，

在搜索图象时也可根据需要另设“文件类型”。选定图象后，在搜索框右边的“预览”框中

会出现图象全貌的预览效果，此时按打开框下方的“打开”钮，该图象则以其原比例出现

在“图象表头设置”的对话框中。点击图 5- 4 右边的“确定”钮，该图象则出现在表头表

尾中光标事先拖出的区域里了。图象以其全貌出现在表头表尾的插入区域中，大小由光标

事先拖出的区域决定。 

图形插入到表头后，如果要删除，可在选取此图形后，按键盘上的“Delete”键即可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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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表头表尾图象可能会使整个任务文件变大，在选择图形格式时用户应考虑到

其大小对文件的影响。 

3 改变表头留空大小 

改变表头留空大小是设计报表表头时经常要用到的一项操作，例如：图 5- 6 是原有的

表头留空；而图 5- 7 所示就是被缩小后的表头留空。 

 

图 5- 6 

 

图 5- 7 

由于表头表尾的空间大小是与报表框架的位置直接相关的，因此，改变表头的空间大

小，主要是通过调整报表框架的左边线和上边线来实现的。 

1）．报表的左边线是指列号 A 的左边线，调整这条边线的方法为：将光标停留在该边

线上，待光标变成双面箭头的调整状态时，通过左右拖动光标来增大或缩小表头的左区域。 

2）．报表的上边线是指行号 1 的上边线，调整这条边线的方法为：将光标停留在该边

线上，待光标变成双面箭头的调整状态时，通过上下拖动光标来增大或缩小表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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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设计系统中通过移动报表框架来改变表头区域时，存在两种情况： 

1. 仅移动报表框架，表头表尾内容并不随报表框架一起移动。此时的操作为——按

住 Shift键，同时拖动报表框架的左边线和上边线。 

2. 将表头表尾内容和报表框架一起移动。此时的操作为——直接拖动报表框架的左

边线和上边线。 

在线设计系统中，对于表头表尾对象，还提供了设置其排列方式和叠放次序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排列方式（即对齐方式）和叠放次序，都是相对于多个表头表尾对

象而言的。 

表头表尾的布局，即表头表尾对象的对齐方式，这里，系统提供了两类六种对齐方式，

分别是：垂直方向的左对齐、右对齐和中线对齐；水平方向的上对齐、下对齐和中线对齐。

另外，水平对齐和垂直对齐都提供了保持系统默认状态的“无变化”。 

设置表头表尾项对齐方式的步骤为： 

1).选定要设置其对齐方式的若干表头项，方法为：用光标在报表表头拖拉出一个矩形

区域，该矩形区域要将需要设置对齐方式的表头项全部包含在内； 

2).在鼠标右键的弹出菜单中选择【表头布局】，系统会弹出设置表头项对齐方式的对

话框（如图 5- 8 所示），在该对话框中设置选定表头项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对齐方式，

最后按“确定”钮，选定表头项就会按照设置的对齐方式重新排列。 

 

图 5- 8 

4 表头表尾数据项 

在设计系统中，表头表尾数据项也称为表头表尾变量表元，是表头表尾项的一种。表

头表尾-数据项和表体中的变量表元完全一样，可以设置数据类型，也可以定义公式，常用

来保存那些无需显示在报表上的数据项，主要用在复杂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处理报表中存储

一些计算的中间结果。 

点击菜单项【插入｜表头表尾数据项】，将光标定位在想要输入数据项的地方后，点

击鼠标，系统会在相应位置生成表头表尾数据项。 

在填写数据项表头表尾时，如果定义有公式该表头会自动计算，否则要手工输入，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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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方式与该表头的数据类型相关。表头表尾数据项的表元属性设置与表体中的变量表元

完全一样，用户可以参考第三章定义表元属性。 

“表头表尾-文本”与“表头表尾-数据项”的区别：%%之间的信息引用只能来自于信

息表，如果我们需要的数据不是来自信息表变量表元，或者需要的数据其他任何表元都没

有，就得使用“表头表尾-数据项”工具了。与表头表尾-文本比较起来，表头表尾-数据项

是要花费额外的存储开销的。基于“表头表尾文本”系统开销小，速度快的优点，我们强

烈推荐用户在表头表尾设计中尽可能多的使用“表头表尾-文本”工具。 

注意：表头表尾横竖线和表头表尾图象只是起美化报表的作用，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想象合理的使用表头表尾横竖线和表头表尾图象设计出赏心悦目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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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运算公式与审核公式 

1 如何定义表元的运算公式 

1.1 一般定义方法 

在在线设计插件中，我们看到用斜线底纹标识的表元就是计算表元。表元定义了运算公

式表明该表元的值是由其它一个或多个表元通过一系列运算得到，无须用户输入。 

选中要定义公式的表元，单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或按“=”键，系统弹出公式定义向

导窗口： 

 

图 6- 1 

除了特有的函数外，设计系统中函数的语法规则与 Excel 完全一致。将光标停留在对话

框上方输入公式的方框中，直接用键盘输入选定表元公式。我们也可以仅仅使用鼠标单击工

具栏上的运算符按钮以及拾取表元来完成公式的定义。 

“表元拾取”是在设计系统中定义公式时十分常用、有效的手段，通过表元拾取，用户无

须输入表元名，只需简单地点击一下鼠标即可，这对定义表间公式尤其有用。表元拾取的方

法为：单击你想要的表元，相应的表元名便会出现在公式编辑框中。如果要拾取外表表元，

则先切换到指定报表，然后再点击想要的表元。 

运算公式可分为表内运算和表间运算，其定义方法是一样的。表内运算即是本表内的各

个指标之间的相互运算；表间运算即本表内的指标与其他报表中的指标间的运算，表间运算

涉及到其他报表的指标时，在公式中表示指标时应在表元名称前加上报表代号，如取 B0 表

的 C3 表元，则表示为 B0->C3。 

单击 按钮，可以看到对话框右下方是对左边选定的公式的解释说明以及用法示

例。设计系统中特有的函数一般在“其他函数”中。 

“&”、“|”、“！”分别表示逻辑运算中的与、或、非，其运算结果返回值为逻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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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字符串操作，用来将其左右的两个字符串连接成一个。 

“##”用来标志日期型字符串。 

“@-1”表示取上一个报表期的数据，对月报而言是上月，若在旬报中，则系统自动取

上旬。如果月报分析表中要取上年同期的数据，用“@-12”表示。如果所引用的报表期不

存在，则公式所得的值是空值，此时用户可以手工输入数据。 

双击计算表元，可以对其运算公式进行查看或编辑。 

值得一提：选中计算表元，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快速清除该表元中的运算

公式。表元公式被清除后，该表元即被恢复为变量表元。 

1.2 成批定义公式 

1.2.1 操作方法 

在实际使用中往往会发现同一行或同一列中公式具有相同特征，比如会统月报的“待征

税金变动情况月报表”中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即 F 列每一行表元

值都等于其对应行的 C 列+D 列-E 列，如图 6-2 所示： 

 

图 6- 2 

这种情况下可以对 F列中的表元成批定义公式，写成 F$=C$+D$-E$。定义完后，系统会

自动对“$”进行替换，表元块 F列的实际公式依次为： 

F3=C3+D3-E3; F4=C4+D4-E4; F5=C5+D5-E5; F6=C6+D6-E6;…… 

“成批定义公式”在方法和步骤上同定义单个表元公式完全一样，并且也支持表元拾取。 

1.2.2 定义规则 

在成批定义公式时必须遵循设计系统中的一些约定： 

1、成批定义公式的对象只能是单行、单列范围内的多个表元，即该表元块要么是某一

整行（或某一整列）表元，要么是某行（或某列）的部分表元。因为，对包含多行或多列的

表元块成批定义公式，是不可能实现，也是没有意义的。 

2、成批定义公式中，参与运算的表元块只能是将被定义公式的表元块平移得到的表元

块（且不能是与被定义表元块同行或同列的表元块），因此：被定义公式的表元块与参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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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表元块在表元结构上必须相似，即： 

当对行块表元定义公式时，参与运算的表元块只能是将该表元块平移到其它行中得到的

同结构的行块表元。 

当对列块表元定义公式时，参与运算的表元块只能是将该表元块平移到其它列中得到的

同结构的列块表元。 

当对列块表元定义公式时，如果参与运算的表元块与原表元块是水平对应的，则只需输

入该表元块所在列的列号即可；如果参与运算的表元块是原表元块上移 X 格后平移到它列

的，则需在该列号的“$”后用减号“-”（$-X）加以说明；如果参与运算的表元块是原表元

块下移 X 格后平移到它列的，则需在该列的“$”后用加号“+”（$+X）加以说明。 

注意：如果选中多个表元查看其公式，而这些表元的公式恰好是同一形式时，系统

进行反推后用$代表这一形式中的变量。 

1.3 跨任务取数公式 

任务中的运行公式有表内公式，也有报表与报表间的表间计算公式。但有时候，不同任

务之间的数据也可能具有某种关系，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定义跨任务取数公式。在定义跨

任务取数前必须告诉系统该任务将从哪一个任务中取得数据。 

在设计系统可以直接定义跨任务取数公式，具体操作：点击菜单项【定义｜关联任务】，

系统弹出对话框显示关联任务列表，点击新增按钮，则显示如图 6-3： 

 

图 6- 3 

从活动任务列表中选择要定义关联的任务。注意：这里要定义的关联任务只能是活动任

务。选中后，系统自动显示该任务的 Guid，用户不能修改。 

由于任务名称与标题一般用汉字表示，为了方便跨任务公式中定义关联任务的任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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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手工输入一个任务代号。建议使用容易理解的英文字符表示，以使公式简洁。 

 

图 6- 4 

点击“确定”，则该关联关系出现在列表中。 

跨任务取数公式解析：TC("ryth:B1:c3"，""，"")：TC 是函数名称，包括三部分内容。

第一个引号中的内容分别表示关联任务别名，报表名和表元字段名，中间用冒号分隔。第二

部分是对应的报表期，即跨任务公式可以指定报表期取数，为空表示当前期。当旬报从月报

中取数时，由于旬报报表期包括年、月、旬三段，而月报只有年和月，所以报表期定义取前

面两段 t(1)^t(2)。第三部分用来指定对应的报表户代码，为空表示与当前报表户代码相同。 

1.4 增删行列与公式调整 

对于已经定义好运算、审核公式的报表，如果增删的行列定义过公式，增删后会导致原

有公式不正确。设计系统可以根据增删情况自动调整公式内容，同时也允许用户设置增删行

列时是否需要调整，点击【任务｜任务属性 / 其他设置】即可进行设置。 

需要注意的问题： 

1、如果选择不调整公式，则分析表中取数指标也不会调整！ 

2、修改报表式样只能通过增加需要的、删除不需要的行列进行，直接修改固定表元文

字不仅导致审核、运算公式不正确，进行关系任务导数据时也会造成数据对应错误。如把图

6- 5 所示的表样改为图 6- 6 的形式，需要的操作是删除第 48 行，再添加两行，并对审核公

式“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央=0”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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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 

 

图 6- 6 

3、如果在 sum 公式的范围内增加了某一项的子项，则必须对公式进行手工调整。如把

图 6.1-6 所示报表调整为如下形式： 

 

图 6- 7 

4、如要删除的行列中定义了单行、单列公式，如删除“车辆购置税”一行，发现审核

中定义了车购税必须等于 0的公式，则需要将该审核公式也删除。 

5、对于公式 sum($5:$22)，如果删除行$22，自动调整和不调整的结果都是 sum($5:$22)。 

1.5 计算条件 

计算公式定义后，一般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起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表元中定义的公式

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计算，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表元的值要手工输入，某些情况下表元的值

通过公式计算得到，这时可以给表元中的计算公式再定义计算条件，使公式根据条件起作用。 

定义计算条件的方法如下： 

先定义表元的计算公式，再点击主菜单【定义｜公式 / 计算条件】，系统弹出对话框如

图 6- 8： 

 

图 6- 8 

在“公式定义向导”对话框中输入计算条件的表达式即可。 

例如：在某一月报任务中，C3 表元的值在一个年度内都相等，都等于年初一月份的值，

则可以定义计算公式：C3=@-1C3。由于定义有公式，表元中的值不能手工输入，但在一月

份必须要输入年初值，则可以定义计算条件：T(2)<>”01”，即在一月份的时候公式不起作用，

表元的值可以手工输入，其他月份从上期取值。 

1.6 公式编辑器 

公式编辑器是系统提供的以文本的方式编辑运算公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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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加公式 

如果要给表元定义公式，可以在报表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右键菜单中的“公式编辑器”，

系统弹出对话框如图 6- 9： 

 

图 6- 9 

在此对话框中即可编辑表元的公式，每一行为一个表元的公式，公式的格式为：表元名

＝公式表达式。例如：C3=D3+E3。 

2、修改公式 

如果表元已定义公式，也可以在公式编辑器中修改。选中要修改公式的表元（可同时选

择多个），再点击右键，选择右键菜单中的“公式编辑器”，系统弹出对话框如图 6- 10： 

 

图 6- 10 

对话框中列出了所选表元的公式，修改时，可直接在公式编辑器中修改。 

3、导出公式 

计算公式可以成批导出。通过导出公式，可将本任务中的公式运行到其他类似任务中的

公式。例如上级机关修改了运算公式，如果要下级的公式也相应修改，保持与上级一致，上

级可将公式导出后发送给下级，下级再将公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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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6.1-11 所示的对话框中，点击对话框中的菜单“文件｜导出公式”，可将公式导出，

以文本文件方式保存。 

4、导入公式 

与“导出公式”相对应，运算公式也可以从文本文件导入到任务中。在图 6.1-11 所示

的对话框中，点击对话框中的菜单“文件｜导入公式”，选择了保存公式的文本文件后，可

将公式导入到任务中。 

5、清除公式 

报表中的公式如果要全部清除，在公式比较多时，会比较麻烦，这时可通过公式编辑器

来快速地清除公式。 

在报表中选择要清除公式的表元后，点击右键，选择“公式编辑器”子菜单，在出现的

图 6.1-11 所示的对话框中，点击对话框中的菜单“文件｜清除公式”，可一次性地将公式清

除。清除公式后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6- 11 

在关闭上图对话框中，系统提示“公式已经被修改，确实要保存吗？”，点击“是”，则

公式将被清除。 

注意：清除公式时，不要直接在图 6.1-11中删除对话框中的文本，这样是不能清除

公式的。 

一般说来，用户填写一张报表，并不能完全保证输入数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必须

对用户的输入进行检查，这种检查就叫做审核。设计系统的审核是通过对审核公式的判断来

实现的。审核公式其实就是逻辑型的设计系统表达式。 

设计系统审核项是由审核类型、审核公式、提示信息组成的。其中，审核类型分合理性

审核和逻辑性审核；审核公式是用来检查报表输入数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逻辑表达式；提

示信息为审核公式求值结果为“假”时的显示给用户的提示信息。 

在判断某表元的数据是否合法时可能还要取决于任务内的其他表页中的数据，如某张表

内的指标与任务中另外一张报表中的指标有勾稽关系，这就要用到表间审核。表间审核和表

内审核的公式规则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在定义表间审核公式时使用了任务内的外表表元，即

在表元名称前加上报表代号，如 B0 表的 C3 表元，则应写为 B0->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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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何定义报表审核公式 

在当前报表的主窗口下，选择菜单中的【定义｜报表审核定义】，系统会弹出“报表审

核定义”的对话框： 

 

图 6- 12 

上图显示的是已经定义了审核公式的界面，用户可以参照该定义方式自行定义。具体方

法为： 

点击该对话框上方的“增加”钮，系统弹出“审核定义”的对话框： 

 

图 6- 13 



在线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63- 

在该对话框中，依次输入“审核公式”、“提示信息”，并选择“审核类型”（即“逻辑性

审核”或“合理性审核”），最后按“确定”钮，就完成了一条审核公式的输入。 

在定义表间审核公式时，要其他表的表元前面加上报表代号，如 K08->D3，表示 K08

即“减免税金明细月报表”的 D3 表元。 

点击审核公式空白框右边的 按钮，系统弹出如图 6.2-3 所示的公式定义向导。 

 

图 6- 14 

定义完一条审核公式后，可以再点击对话框上方的“增加”钮定义其他的审核公式，也

可以点击“退出”钮退出报表审核定义。 

在定义基本表与变长表某一指标的合计值的审核关系时，要用到 gethjh 函数，如基本表

B1 的 C3 表元等于变长表 B2 的 D4 表元的合计，则审核公式为：c3=gethjh("B2->D4")。 

注意：审核公式的输入与运算公式的输入一样，既可以用键盘输入表元名，也可以

用鼠标拾取表元，其拾取表元的方法与定义运算公式时拾取表元的方法是一样的。但审核公

式必须是逻辑型的运算公式，即其运算后返回结果必须是逻辑型值。 

1.8 成批定义报表审核公式 

定义审核公式时有种特殊情况，如某一任务中 C 列中的每个指标不小于 G 列中相应行

的指标，即 C 列>=G 列。这种情况下逐个输入审核公式是相当麻烦的，用成批定义审核公

式的方法可以大大的简化报表审核公式的定义。 

 

图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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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成批定义审核公式的方法与定义一般的审核公式相似，只是在输入审

核公式时有分别。 [C3:C21]表示 C 列中的 3 行到 21 行，同样[G3:G21] 表示 G 列中的 3 行

到 21 行，这样每一行就一一对应起来了。在在线设计插件中系统也会自动将其替换成

C3>=G3，C4>=G4……如果其中一行出错，系统显示并定位出错的那一行。 

上面介绍的是如何单行或单列成批定义审核公式，同时系统也支持多行多列地成块定义。

定义方法与单行或单列定义相同。如要定义从 A 列到 D 列、3 行到 10 行这一块区域的审核，

可类似这样定义：[A3:D10]>0 等。 

另外如图 6- 15 所示，还可以自己设置审核详细定义。 

1.9 审核公式的导出、导入 

设计系统中的审核公式也可以导出成文本文件，也可以将用文本文件编辑的审核公式导

入到系统中。 

点击图 6- 12 中的“导出”按钮，系统将所有审核公式导成为一个文本文件，如下图 6- 

16： 

 

图 6- 16 

在图 6- 12中审核公式前的方框中打勾选中此审核公式，再点击“审核”按钮旁下拉箭

头选择“导出所选择的”，系统会将所选择的审核公式导出。 

点击图 6- 12 中的“导入”按钮，系统可将用文本文件编辑的审核公式导入到系统中。 

1.10 变长表审核公式定义 

变长表审核公式的定义方法与基本报表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变长表不仅可以定义普通的

表内审核公式，也可定义各数据行行间的审核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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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7 

行间审核的定义方法如下： 

以下例子中 XXB 为信息表，B0 为基本表，B1，B2 为变长表，定义的是 B1 表的审核

公式。B1，B2 表都有代码表元字段，数据行中使用的代码分别为 110001、110002，并且数

据行都是第二行。 

1.单个定义 

A 表内审核 

如：B1 表中，代码为 110001 的 E 列的值要大于代码为 110002 的 E 列的值，可以定义

为：TC(“:110001@B1:E2”，””，””)>TC(“:110002@B1:E2”，””，””)，可以简写成：{110001，

E2}>{110002，E2}，或进一步简写成：{110001，E2}>{110002 }。 (后面一个简写公式的表

元省略后表示和前面的一样) 

如要表示 B1 表中代码为 110003 的 I 列的值与代码为 110004 的 J 列的值的差额的绝对

值不大于 5 可以表示为：abs({110003，I2}-{110004，J2})<=5。 

B 表间审核 

如：B1 表中，代码为 110001 的 E 列的值要大于 B2 表中代码为 110002 的 E 列的值，

可以定义为：TC(“:110001@B1:E2”，””，””)>TC(“:110002@B2:E2”，””，””)，可以简写成：

{110001，E2}>{110002，B2->E2}。 

2、成批定义 . 

A 表内审核 

如：B1 表中，代码为 110001 的 E，F，G，I 列的值要大于代码为 110002 的 E，F，G，

I 列的值，可以定义为：{110001，E2:G2，I2}>{110002，E2:G2，I2}，或者简写成：{110001，

E2:G2，I2}>{110002}。 

如需定义当代码为 110001 的 E，F，G，I 列大于 0 时，代码为 110002 的 E，F，G，I

列必须大于 0，可以定义为：if({110001，E2:G2，I2}>0，{110002}>0，True)。 

B 表间审核与表内审核基本相同，只需在表元名前面带上表名即可。   

说明： 

1．简写公式{110001，E2:G2，I2}中，代码后面可以接一个或多个变长表表元或者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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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 

2．简写公式可以当作参数出现在其他公式中。 

3．如果代码后面不接任何表元如{110001}>{110002}表示代码为 110001 的这一行的所

有数值型表元（浮点或整数）大于代码为 110002 的这一行的所有数值型表元。 

关于填写审核公式的注意事项： 

1．批定义时要审核的表元必须是连续的表元块如：[A1:A10]、[A1:D1]、[A1:B2]等。 

2．表元数组维数要相等。如：[A1:A10]>[B1:B11]是不合法的审核公式，因为[A1:A10]

有十个表元，维数是十，而[B1:B11]有十一个表元，维数是十一，故维数不相等。 

3．对于不是线性的表元数组，它的对应顺序是先行后列，如[A1:B2]，它的对应顺序是：

A1、A2、B1、B2。 

4．表元数组的倒序定义也是合法的，即：[A1:A10]和[A10:A1]是相等的。 

5、多行多列成块定义审核公式时各个块所包含的表元行列数据应相互匹配。如：

[A1:D10]>[E1:H11]是不合法的审核公式，因为[A1:D10]是 4 列 10 行，而[E1:H11] 是 4 列 11

行。 

6、多行多列成块定义审核公式时块中可包含固定表元，审核时系统会自动绕过固定表

元。 

7、合理性审核公式的定义方法与逻辑性审核公式的定义方法是一样的。 

1.11 定义代码审核公式 

有些任务要求在任务注册时可以审核注册用户输入的单位代码是否正确或者符合某种

要求，如一任务的单位代码要求必须满足代码长度为 7 位且第一位只能为 0、1、2 的规则。

这种审核不能通过定义普通的审核公式来实现，设计系统提供了特殊的方法。 

单击菜单项【编辑｜任务属性】，切换到“代码审核”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6- 18 

图中用户代码审核条件为“(len(@id)=7)&(find(left(@id()，1)，"0 1 2")>=0)”。公式中的

@id 代表任务注册用户的代码，len 是求字符串长度的函数。Find 后面的内容用来检查代码

左边第一位是否为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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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这个代码审核公式后，任务注册以及每次增加报表户时系统都会审核其代码的合

法性。若报表户代码没有通过审核，该任务就不能注册。 

注意：@ID 仅限于对代码的审核，不能用于其它的审核公式的定义。“上级代码审核”

与“用户代码审核”定义方式相同。 

2 计算指标的定义和使用 

2.1 如何定义计算指标 

计算指标是一些自定义的公式表达式，计算指标定义后，可以在其他需要用到的地方多

次引用。对于某些公式，如果表达式比较复杂，可将某些部分定义为计算指标，再在公式表

达式中引用，这样可以使公式简洁明了。 

单击菜单项“定义｜计算指标”，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图中已建立了计算指标。 

 
图 6- 19 

分组是对计算指标的分类，计算指标可以分组保存，点击“增加分组”，在以下对话框

中输入分组名后，可以新建分组。 

 
图 6- 20 

1、定义计算指标 

点击图 6.2-1 中的“增加指标”按钮，系统将弹出“编辑计算指标”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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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1 

在对话框中输入指标的名称和表达式后，即可新增一计算指标。下图中为已定义的计算

指标。 

 

图 6- 22 

2、修改计算指标 

计算指标定义后，如果要重新编辑修改，可在图 6- 19 中选择要修改的计算指标后，再

点击“编辑指标”按钮，系统将弹出如图图 6- 22 所示的对话框，在图中即可修改计算指标

的名称和表达式的内容。 

3、删除指标 

要删除计算指标，可在图 6- 19 中选定要修改的计算指标，再点击“删除指标”按钮，

所选定的计算指标将被删除。 

4、计算指标的导出与导入 

任务中的计算指标定义后，如果其他任务中也需要定义相类似的计算指标，可将本任务

中的计算指标导出，再导入到其他任务中去。 

点击图 6.3-1 中的“导出”按钮，可将计算指标导出到文本文件中。点击“导入”可从

文件文件中将计算指标导入到任务中。 

2.2 如何使用计算指标 

计算指标定义后，就可以在需要使用的表达式中引用。引用计算指标的方法很简单，只

需在要使用计算指标的表达式中写上：%指标名称%，即可使用计算指标。 

如 在 定 义 计 算 指 标 时 ， 名 称 为 JB 的 计 算 指 标 的 表 达 式 为 ：

if((t(2)="03")|(t(2)="06")|(t(2)="09")|(t(2)="12")，false，true)。在定义审核公式时，这样引用

这个计算指标：(sum(C3:C102)<>0)|((mid(XXB->B5，1，1)="4")&(%JB%))|(right(XXB->B19，

1)="2")。在定义分析区的条件和指标时同样可以使用计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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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用函数 

3.1 常用函数 

1、SUM（NUM1，NUM2，···） 

对一组数据求和；至少必须有一参数。 

例如： 

sum(a1:a5，c1，c4，d1+d5*f2，max(e2:e10)) 

2、ID() 

返回当前报表的报表户代码。该函数在变长表的公式中特别有用，因为变长表的公式中

不能引用其他报表的表元。 

    在非变长报表中，用户可以通过引用信息表中的代码表元来生成公式。 

如： 

ID() 

ID()也可写成 UserID() 

3、Name() 

与 Id 类似，该函数返回当前报表对应的报表户名称。 

例如，假如当前表页为武汉市，则该函数返回"武汉市"。 

如： 

Name() 

Name()也可写成 UserName() 

4、LEFT(STR，INT) 

返回一字符串左边 n 个字符组成的子串。 

例如： 

LEFT("ABCDEF"，3)="ABC" 

5、RIGHT(STR，INT) 

返回一字符串右边 n 个字符组成的子串。 

例如： 

RIGHT("ABCDEF"，3)="DEF" 

6、MID((STR，I，N) 

返回串中从 I 开始的 n 个字符的子串。串的基数从 0 开始。 

例如： 

MID("ABCDEF"，2，3)="CDE" 

7、FIND(SUBSTR，STR) 

在串 str 中查找子串 substr，并返回子串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0 代表第一个字符)如果没找到，则返回-1。与 Search 不同，FIND 区分大小写。 

    例如： 

    FIND("AB"，"AAABBBBB")=2 

    FIND("Ab"，"AAABBBBB")=-1 

8、TC（OUTCELL，BBQ，ID） 

跨任务取数函数。同 Task_Cell 不同，函数 TC 返回的数据类型直接是数值型。该函数

是 Task_Cell 的精简形式。 

OutCell：由任务别名、报表名、表元名 3 部分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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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Q：对应外部任务中的报表期；或写作："@-1"表示取上期的数据。 

ID：外部任务中的报表代码。 

其中 BBQ 和 ID 都可以为空，默认为当前报表所在的值；ID 前带*则代表汇总表。如

"*23456789"，也可以就是"*"。取外任务表元值时，若成功，则返回对应的值；否则返回

NULL。 

TC("YB:B1:C5"，"200211"，"") 

9、AND(BOOL1，BOOL2，···) 

求多个逻辑表达式相与的结果。 

例如： 

AND(a1:a5，b1，b3，TRUE，C1 & C5) 

返回值为逻辑型 True，False。 

10、OR(BOOL1，BOOL2，···) 

求多个逻辑表达式相或的结果。 

例如： 

OR(a1:a5，b1，b3，TRUE，C1 & C5) 

返回值为逻辑型 True，False。 

11、Rank(NUM，CELLS，ORD) 

求出 num 在 Cells 表元数组中的序号。当 Ord 为 0 时，将数组按降序排列；当 Ord 为非

0 时，则将数组按升序排列。 

由于PowerReport不支持[Cells]的形式，所以如果在Excel中的公式为：Rank(A2，[A3:A10，

B2:B9]，1)；在 PowerReport 中则应写为：Rank(A2，"A3:A10，B2:B9"，1)。 

12、Jsy(str) 

判断月份 str 是否是一个季度的第一月，如果是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jsy 是季首

月的简称；如：jsy(“07”)=True，jsy(t(2))即可判断当前报表期是否是一个季度的第一月。 

13、jdy(str) 

计算月份 str 所属的季度，返回的结果是字符串；如：jdy(“10”)=”4”，即表明 10 月份属

于第 4 季度。 

14、Str(num) 

将数值变成串；如：str(1)=”1”；  

3.2 常用操作符 

1、 & 与操作符，相当于并且，必须满足给定的所有条件。 

2、 | 或操作符，相当于或者，即在多个条件下只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可。 

3、 ！非操作符，相当于相反；例如：！0=1。 

4、@-1 取上期操作符。 

注意：系统中函数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考系统菜单“帮助｜函数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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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定义视图表 

视图表是一种分析表，是一种能将某一报表户的分散在多张报表中的数据集中在一张报

表中的分析表，方便打印输出。 

与其他分析表不同，视图表只从单个报表户取数。一个视图表可以从多个基本表中取数，

也可以包含多个变长表。由于是一个分析表，所以视图表的行列数可以很多；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愿意，用户可以设计一个视图表容纳下一个用户的所有报表的所有表元。 

视图表的数据会随着当前报表户的变化而不同，因为它总是实时地从当前用户的一套报

表中取值分析的；而其他类别的分析表都是对下级单位数据的统计分析，不管当前报表户是

哪一户，分析数据总是根据分析表中设定的条件统计产生。 

在设计系统中只有一个固定表元才能链接一个变长表，如果要在视图表中嵌入变长表，

可将某一个表元设置为固定表元，再在该表元属性中设置该固定表元的链接变长表就可以了。 

例如有如下图所示一张报表（部分）， 

 

图 7- 1 

图中标有 A、B 的地方报表的行数不是固定的，相当于变长表的样式。要实现这种报表，

可先依 A、B 部分的样式在基本表中作出两张变长表，再做一张如上图的基本表，只是 A、

B 处表中以固定表元表示，然后再在固定表元中链接到两张变长表。 

定义视图表的操作如下： 

1、定义报表表样 

与定义其他分析表一样，定义视图表时同样先定义出报表表样。具体操作请参考设计系

统有关章节。特别地，如果要在视图表中嵌入变长表，必须要在报表中将需要嵌入变长表的

表元设置为固定表元。 

对于上图而言，先在任务中定义两张表样同 A、B 的变长表和一张包含上图中其他指标

的基本表；再定义一张如上图的视图表 C，表中 A、B 处合并后的表元设置为固定表元。 

2、定义计算公式 

视图表中的数据也是来自于基本表，与固定分析表或浮动分析表中定义分析区不同，视

图表中只需要定义表元的计算公式就行了，其他操作与定义基本表的表间计算公式类似。在

上图中除 A、B 处的指标可定义表间计算公式，其值从基本表中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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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嵌入变长表 

如果要在视图表中嵌入变长表，则只要将表中需要嵌入变长表的表元设置为固定表元，

然后在固定表元的表元属性的“链接变长表”中设定要链接的变长表就可以了。一张视图表

中可以嵌入多张变长表。 

在图 7- 1 中选择视图表中 A 或 B 处的固定表元，点击右键选择“表元属性”，如下图所

示， 

 

图 7- 2 

在“链接报表可选定此固定表元链接到哪张表，并可设定表在视图表中的打印行数，是

否带合计行。 

4、得到数据 

在管理系统中运行任务后，切换到视图表后，点击工具栏上的“计算”按钮就可得到视

图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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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代码组 

1 概述 

如果报表任务中提供了代码，用户录入时从提供的选项中选择即可。这样既可以限制非

法的输入内容，也减轻了用户的操作负担。而且，由于设计系统中的代码是系统级的，实现

了一套代码可以多个任务使用，所以建立系统代码组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双击左边任务窗口下方的 ，系统弹出代码组编辑对话框： 

 

图 8- 1 

2 代码组的特点 

系统中可以存在新旧两种风格不一样的代码组。 

旧风格的代码组有固定的结构，比如 1-2-1-1 等，表示代码由五位数字固定构成，代码

组中的代码根据结构存在上下级关系，且代码中的文字串不能为空。代码在代码组中的排列

顺序是依据上下级关系根据代码的 ASCII 码顺序来排列。 

旧风格的代码可以有三种显示方式：分段显示、文本显示、树型显示。相应的变长表中

的数据是根据代码在代码组的顺序来排列。 

新风格的代码组没有固定的结构，代码的上下级关系与代码取值无关，即 111 可以是

100 的上级；代码在代码组中的排序可以不按 ASCII 码顺序来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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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格的代码可以有两种显示方式：文本显示、树型显示。 

在树型显示下代码可以自由拖动来改变上下级关系，改变某代码顺序后，相应的变长表

中的顺序也按新序列排列。 

按 Ctrl+Shift+C 可以将旧风格的代码组转换成新风格的代码组。 

图中显示的代码组为分段显示状态下的旧风格的代码组，在对话框的状态栏显示了当前

代码的结构：1-2-1-1，表示代码长度为 5 位，分四段，“段”也可以理解为级次。第一段也

就是代码的第一位代表行业大类，第二段对行业大类进行划分，第三段对第二段进行细分，

第四段也就是最后一位代表了每个行业的代号，每一段区分一个类别级次，四段结合起来就

可以唯一标识每一个行业类别了。 

图 8- 2 图 8- 3 是新旧代码组树型比较图，很容易看出图 8- 2 为旧代码组风格，其上下

级关系是按 ASCII 顺利来排列的，而图 8- 3 是新代码组风格，为 000020 的代码可以排列成

代码 000030 的下级，新代码组没有固定的上下级模式，极大的方便了用户自定义代码组。 

 

图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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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3 

辅助文字串非常有用，特别对于信息表可以给用户带来极大的方便，通过函数 CodeStr

（GroupName， Code）及 Codestrn（GroupName， Code）可以很容易地取出主文字串所对

应的辅文字串。如图 8- 3，通过“行业代码”这组代码组再利用 CodeStr 及 Codestrn 函数（函

数用法见函数清单）可以很容易地取出主文字串所对应的辅文字串，从而达到只要知道了行

业，其行业类别信息可通过辅文字串，由系统将帮客户自动完善。 

 

图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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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码组功能介绍 

•增加代码组：点击 后，系统默认是增加新风格的代码组，如下图，输入代码组名

称后，就可以在文本显示状态下编辑代码了。 

 

图 8- 5 

在文本显示状态下编辑代码时，代码间的上下级关系是根据代码前的 TAB 键来区分的。

如果代码 A 前的 TAB 键比另一代码 B 前的 TAB 键多一个，则此代码 A 将成为代码 B 的下

级代码。 

点击 旁的下拉箭头，选择“旧风格代码组”，系统弹出如下图所示设置对话框， 

 

图 8- 6 

输入代码名称和设置代码结构后，就可以在文本显示状态下或分段显示状态下编辑代码

了。 

•修改结构：对于旧风格代码组，点击 后，可对已存在的旧风格代码组的名称和代

码结构进行修改。 

•导入：有三种方式将代码组导入到本任务中。点击“导入”按钮旁的下拉箭头，可选

择从文本导入、从其他任务导入、从代码库中导入。 

•导出：有两种方式导出代码，导出到文本和导出代码库。如果选择导出到代码库，则

代码从任务级上升为系统级，从而该代码组可以为多个任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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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7 

•定位：代码组中如果代码比较多时，通过“定位”可快速地找到某一代码。点击“定

位”按钮后，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8- 8 

输入要定位的代码后，光标将定位到所指定的代码处。 

•代码组设置：可设置文字串的标题、代码的显示条件、设置是否允许文字中对应的代

码是否为空以及设置是否缓存服务器代码组，如下图 8- 9 所示为代码组设置的四个界面。 

 

图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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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0 

 

图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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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2 

•文字串标题：可以改变主文字串以及各辅文字串的标题文字，使标题看上去更直观。

图 8- 9 为设置文字串标题前后的树型显示对照图，它能很直观地看出每个主文字串代表什

么意思，方便用户查阅 

•代码显示：可设置某些代码在录入报表数据时不显示在代码组中，如本例中某些卷烟

在其他报表期时没有此品种，在录入数据时可设置这些品种不出现在代码组中，方便录入；

但这些代码依然存在于代码组中，并未删除。如果简单删除以后不存在的代码，则会影响以

前报表期的数据。 

•显示条件：图 8- 10 中的显示条件设为“codestrn("福建烟厂"，@code，7)<>"1"”，表

示在图 8- 13 中的“福建烟厂”中辅文字串 7 的值不为 1 时显示，也就是说只要辅文字串 7

的代码为 1 时，在在线设计插件中填报数据时，使用到此代码组的表元中输入数据时，代码

组中将不显示这几个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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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3 

 

图 8- 14 

•顶级代码：通过设置顶级代码，可以使在录入报表数据时，在代码组中只列出该顶级

代码及其各级子代码，而其他的顶级代码及其各级子代码不显示，方便数据录入。 

图 8- 10 中设置的顶级代码条件的意思是根据用户的单位代码相应的显示代码组中的代

码。如在顶级代码中“23500600”代表“厦门卷烟厂”（100000），则单位代码为“23500600”

的单位在录入数据时，相应的代码表元中只显示代码组中代码为“100000”及其下级代码，

而不会将其他单位使用的代码也显示出来。 

•合计条件：合计条件分为“从下级合计条件”和“合计到上级条件”两种方式。 

•从下级合计条件：设定代码组中进行多级合计的代码应满足的条件。从下级合计条件

是针对小计行的，控制小计行是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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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以下一组代码， 

 

图 8- 15 

图中显示的是一组多级代码，代码组中有许多“其中”项，这些“其中”项是不应该参

与多级合计的，即图 8- 15 中代码为“0101010000”的指标值并不等于 0101010200、

0101010300….0101010900这的和。这时可设置合计条件为：right(@code，4)="0000"，即代

码右 4 位为 0000 的代码才进行多级合计，其他代码则可录入数据。 

•合计到上级条件：设置代码组中的叶子节点合计到上级中的条件，是针对叶子节点的，

控制叶子节点是否参与计算。 

如图 8- 15 中代码为 0101010100 的其中项不应合计到上级合计代码中，则可设置条件

为：@code<>”0101010100”，即代码为 0101010100的其中项的值不合计到 0101010000中去，

但还是显示的报表中。 

•汇总条件：汇总条件是相对于汇总表而言的，设定汇总数据时代码组中参与汇总的代

码应满足的条件。如图 8- 15 中，每个单位输入的“其中”项都不一样，则希望在汇总表中

不显示出“其中”项的数据，则可设定汇总条件为：right(@code，4)="0000"。 

例如：两个下级单位填报的数据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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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6 

 
图 8- 17 

设置以上汇总条件后，汇总以上两个单位数据，得到的汇总表为，代码为 0101010100、

0102010100 等没有汇总到汇总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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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8 

•其它设置：在其它设置中可以设置是否允许代码对应的文字串全部为空与是否缓存服

务器代码。 

4 如何使用代码组 

代码组建立后，可以根据以下的方法在报表中设置使用代码组。 

使用代码组的前提是，表元的数据类型为字符型。 

在报表中选择需要使用代码组的表元，再点击右键，选择菜单中的“表元、对象属性”，

在弹出的“表元属性”设置对话框中，找到“使用代码”这一项，将默认的“否”改为“是”，

再点击“使用代码”前的+号，将节点展开，在“代码组名”一项中，选择要使用的代码组。 

 

图 8- 19 

选择了代码组后，再设置“代码显示格式”、是否“仅选择叶子结点”。 

•代码显示格式：可以设置在代码表元中仅显示代码、文字、代码+文字等。 

•仅选择叶子结点：主要是针对多级代码，如果“仅选择叶子结点”设置为“是”，则在

在线设计插件中录入数据时，只能在代码中选择最明细的代码，其他级次的代码是不能选择

的。 

例如：下图所示的多级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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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 

如果设置是的“仅选择叶子结点”，则在录入数据时，只能选择 110101、110102 这样的

最明细代码，中间级次的代码如 110100 及 110000 等是不能选择的。 

对于多级次代码，只需要选择最明细的代码，再录入数据。如果在变长表中设置了“自

动多级合计”，则最明细代码的数据自动合计到上级代码中。例如上图 8- 20 中，110101、

110102 等的数据可自动合计到 110100 中，110100 和 110102 的数据再合计到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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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任务测试 

点击工具栏上的测试按钮 ，出现图 9- 1 

 

图 9- 1 

设置好后，进入另一个页面如图 9- 2 进行测试。类似 i@Report 运行系统 

 

图 9- 2 

工具栏中：  

i 保存，如图 9- 3。 

1） 保存，如保存到本地磁盘：将任务数据保存到本地磁盘； 

2） 装入本地数据：将本地相应任务的数据从本地导入其中（数据为 NDT 格式； 

 

图 9- 3  

ii 审核，如图 9- 4。 

1) 审核当前表：对当前基本表进行审核； 

2) 审核当前行：对变长表的当前行进行审核； 

3) 合理性审核：对于审核公式中的合理性方面进行审核； 

工具栏 

数据区 

报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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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核所有报表：对审核公式中的逻辑方面进行审核； 

 

图 9- 4 

iii 计算，如图 9- 5 

1) 计算当前表：对当前表进行计算 

2) 计算全部表：对该任务中所有的表进行计算 

 

图 9- 5 

iv 编辑，如图 9- 6 

1) 复制：当前文字、表元、表格的复制； 

2) 剪切：当前文字、表元、表格的剪切； 

3) 粘贴：复制、剪切物的粘贴； 

4) 清空：所有东西的删除； 

5) 全选：选择当前全部； 

6) 撤销：对前一步骤的撤销； 

7) 重做：对撤销的恢复； 

 

图 9- 6 

v 打印，如图 9- 7 

1) 打印预览：打印前进行预览，对每个报表进行查看； 

2) 打印设置：对于打印进行设置； 

3) 打印当前表：将当前表打印出来； 

4) 打印全部：打印当前报表任务； 

5) 打印选择表：打印前一步骤所选择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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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7 

vi 冻结，如图 9- 8 

1) 冻结：冻结报表，使其某行或某列固定不动，方便阅读如图 9- 9 和图 9- 10 所

示，点击表元 B1 后，点击冻结，出现如图 9- 9 所示的十字交叉线，下拉和、右拉后序

号行和 A 咧固定不动，如图 9- 10。 

2) 取消冻结报表：对先前冻结的报表解除冻结； 

 

图 9- 8  

 

图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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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0 

vii 查看，如图 9- 11 

1) 缩放：报表的显示百分比设置； 

2) 关闭计算公式：关闭后，一些通过计算公式得到数据表元需自己填写数据，不

会再自动得到； 

3) 任务填报说明：对任务填报进行说明； 

4) 表元填报说明：对表元填报进行说明； 

5) 不显示零值：点击后运行是值为 0 的不显示； 

6) 显示审核标记：设置是否显示出审核情况； 

7) 行列号：设置是否显示出行列号； 

8) 状态条：设置状态栏处状态条的显示与否； 

9) 报表标签显示：如图 9- 13 所示，设置报表标签处是显示名称、还是简称、还

是标题； 

10) 表元移动方向：如图 9- 14 所示，设置表元的移动是行优先还是列优先； 

 

图 9- 11 

其中，缩放中有如图 9- 12 所示放大或者缩小的百分比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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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2 

 

图 9- 13 

 

图 9- 14 

viii 关于，如图 9- 15 所示，可以对在线即是支持、主页、产品详细信息进行查看。 

  

图 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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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布任务 

1 新编辑任务的发布 

按照提示步骤进行即可。 

2 重新编辑发布过的任务的发布 

由于任务已经发布过，在点击发布的时候会出现以下提示。 

 

图 10- 1 

“是”会有提示升级任务的窗口，会根据修改的状况进行相应的人物对应关系匹配。如

图 10- 2。之后选择“自动升级”便能同步之前填报过的数据，如图 10- 3。 

 
图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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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3 

最后提示发布完成，也可以选择继续编辑。 

 

图 10- 4 

3 发布任务时后台数据库的生成规则 

目前发现有带发布者和不带发布者两种规则。 

带发布者，要在 server.preoperty 配置 shorttableprefix = false 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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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5 

不带发布者的规则： 

   数据表名： i +任务名前两位 +任务名后两位 + “_”+ 表名； 

   视图表：I431.VI +任务前后两位 +任务名后两位 + “_” +表名； 

详见图 10- 6。 

 

图 10- 6 

注意：如果给定了任务标识，“任务名前两位+任务名后两位”就直接是任务标识了。 

如果已经存在同名的数据库表，会在其基础上增加一个数字进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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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使用指南 

1 如何设计变长表 

1.1 变长表的特点 

从表样上看，变长表是列数固定，行数变化的报表，变长表的变长两字指的就是报表纵

向上的长度可变的意思，也就是行数可变，在有些行业中，变长表也被称作浮动表。变长表

主要用于填写的内容数目变化的情况。 

设计系统中的一个典型的变长表分三部分，上部是一行或多行固定行，中间是一行变量

表元，含变量表元的行叫做变量表元行，最下面是合计行，在在线设计插件中，上面的固定

行和最下面的合计行是不变的，中间的变量行会随着用户的不断录入扩充为 2 行，3 行…100

行…；系统还会自动根据变长表的数据行计算出合计值填写到合计行的相应位置。如下图： 

 

图 11- 1 

变量表元行中的任一表元，不能为固定表元、备注表元等；除变量表元行外的任何地方，

不能含变量表元。变长表每页显示（打印）多少行数据是可以通过报表属性设置的。 

在填报的过程中，用户录入数据可以使变量表元行数不断增加，列数保持不变。从数据

库的角度理解，变长表中的一行对应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一张变长表有多少行数据，就对

应了多少条记录。它作为一种标准的行列表区别于每一页才为一条记录的普通报表，这是变

长表与基本表的根本差别所在。 

下图所示是一个典型的在测试时的变长表，最下一行是变长表的合计行，自动得到数据。

原先在设计系统中的一行变量行，这时已经随着用户的录入扩充为了三条数据行： 

 

图 11- 2 

再来看看表中根据出差区域和天数自动算出的查补金额和对应的计算公式图 11- 3： 

变量表元行 合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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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3 

1.2 变长表的序号显示 

以前对于序号的设置是在运行系统中进行的，而在线设计系统也有这个功能。【编辑|

报表属性】中，点击变长表里的 就可以设置了，如下图。 

 

图 11- 4 

1.3 变长表的代码表元 

上图所示报表的第二列的变量表元是代码表元，无论是基本表还是变长表中的代码表元，

都使用在任务中预先定义好的代码组供用户选择进行录入，这样既可以限制非法的输入内容，

也减轻了用户的操作负担。除此之外，变长表中的代码表元，还有两个特殊的功能，一是作

为多级合计的依据；二是可以作为变长表的关键字，用于查找某个具体的数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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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多级合计 

所谓多级合计，就是根据代码的多级关系，自动产生数据行所用代码的上级代码的一个

或多个合计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上图中代码表元使用的代码组【项目】的代码结构，如下

图： 

 

图 11- 5 

1.5 变长表的关键字 

关键字是数据库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用来唯一标识某一记录的一个字段或多个字段的

组合，唯一标识是指将某一记录与其他记录区别开来；变长表的关键字是指用来标识变长表

中某一行的一个字段或多个字段组合。给变长表定义关键字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使变

长表的多行数据按照这个关键字排序，另一方面有了关键字后，用户就可以在变长表中定义

取历史数据（比如前期，去年同期）的公式。 

例如在下面的报表中，我们定义了【代码】列即 B3 为该变长表的关键字，可以看到合

计行和数据行是按照代码顺序排列的，而且【增长额】列正常取值： 

 

图 11- 6 

只有在变长表中定义了关键字后，我们才能在变长表中定义取前期值，与去年同期比等

计算公式；这是因为这些公式需要取出当前行的关键字值，然后再到前期报表或是去年同期

的报表中找到关键字值相同的那一行，取数后再计算：比如 130124 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

的当月税收收入为 876678.00，取出关键字值“130124”，再到去年同期的变长表中找代码为

130124 的那一行，取出税收收入为 0，最后计算出比上年增长额为 876678.00。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定义关键字，当前行和其他行的关键字都是空，就没有办法区别当前行和其他行，

也就没有办法在某个报表期的很多数据行中定位；所以，关键字在变长表中的作用是举足轻

重的！ 

特别地，变长表的关键字定义不再影响任务的数据结构，对于已经产生数据的任务，如

果用户在设计系统修改了变长表的关键字，那么当用户在在线设计插件打开此任务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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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根据新的关键字定义重新调整(在线设计插件和离线客户端都有此功能)。 

1.6 变长表的汇总方式 

如果要汇总一张基本表，首先拿到每个下级的该报表的一套数据，然后直接将所有下级

的这张报表的每个表元的值累加起来，放入汇总表中对应的表元中，就生成了汇总户的这张

基本表的汇总数据；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变长表的汇总： 

由于是变长表，每个下级的变长表中都会有多行数据行，而且行数不等；那么汇总后是

将所有下级的所有数据行罗列出来呢？还是仅将各个下级单位的变长表中的合计行在汇总

的变长表中列出呢？而且如果变长表中定义了代码表元，汇总户还可以选择按代码进行汇总，

罗列某些级次的汇总行；总而言之，由于变长表的特殊性，变长表的汇总方式有多种，设计

系统提供了五种汇总方式，选择什么样的汇总方式完全由用户和实际业务情况来决定： 

•所有数据行合计：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汇总变长表中只有一行数据，该数据行的值是将

所有下级的所有数据行累加获得的； 

•列出所有数据行：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汇总变长表中的数据行最多，数据最细，凡是在

下级变长表中出现过的数据行都会在汇总的变长表中出现； 

•列出直接下级合计行：只将直接下级的合计行数据罗列到 汇总的变长表中； 

•按顶级子代码汇总：只有变长表定义了代码表元，才能选择这种汇总方式；该汇总方

式先将所有下级的所有行按代码进行多级合计，在成生的合计行中只将代码结构中最上一层

的合计行罗列到汇总的变长表中；比如三级代码结构，010101，010100，010000，下级录入

010101 数据行后，会产生 010100 和 010000 两个合计行，但是 010100 合计行不会出现在汇

总表中，因为 010100 不是顶级代码； 

•按整个代码汇总：只有变长表定义了代码表元，才能选择这种汇总方式；该汇总方式

先将所有下级的所有行按代码汇总，然后将所有代码的汇总行都加入到汇总的变长表中。 

•按关键字汇总：根据需要，选择后再设置关键字。之后汇总的方式就根据关键字来汇

总数值了 

1.7 设计一张变长表 

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定义一张变长表的整个过程，假如我们想定义一张如图所示的

变长表： 

 

图 11- 7 

1、新建一张变长表 

通过 的下拉建，选择新建变长表，并设置行列数，行数开始值是 3，列数设为 5 

确定后，看到如下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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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8 

 然后就可以增加一行 

 

图 11- 9 

合并第一、二行，并输入文字后，该表变为： 

 

图 11- 10 

第四行是变长表的合计行，如果要禁止对某几列进行合计，则可以在对应列的表元中输

入文字或特定符号（如“-”），该列将不被合计，如下图。 

 

图 11- 11 

2、设置表元属性 

由于【项目】列使用代码组，所以通过修改“表元属性”将 B2 数据类型设置为字符串： 

 



在线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98- 

图 11- 12 

3、定义代码表元 

现在我们来将表元 B2 定义为一个代码表元： 

 

图 11- 13 

用鼠标点击表元 B2，设置其表元属性，如上图，属性使用代码设置为【是】，选择合适

的代码组名；其他和代码相关的设置，如代码文字序号等含义请参考【定义表元属性】章节，

此时，报表如下图，可以看到红色圈住的符号表明 B2 表已经就是一个代码表元了： 

 

图 11- 14 

4、设置报表属性 

选择菜单【编辑】下的【报表属性】子菜单，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击页面【变长表】，

如图： 

 

图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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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义计算公式 

首先定义图 11- 7【项目信息】列，即 C2 的公式，C2 的值由 B2 计算生成，可以看出

选择了项目中的代码后，其对应的显示名就可以根据代码组计算出来，因此使用函数

codeStrN，具体细节请查看函数帮助： 

 

图 11- 16 

可以看出，在变长表中定义运算公式同在一般报表中定义运算公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操作的步骤上也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变长表中的变量表元只有一行，因此

在变长表中不存在成批定义公式，也不允许引用外表表元。 

至此，该报表已经定义完毕，保存全部。此时报表如图所示： 

 

图 11- 17 

在测试任务页面中录入数据后的变长表 

在测试任务页面，给变长表录入数据，报表如下图所示： 

 

图 11- 18 

2 如何自定义报表期 

2.1 概述 

在设计报表任务时，必须要指定任务的报表期类型，常用的报表期类型有年报、半年报、

季报、月报、半月报、旬报、周报、日报、五日报、年周报、任意报等。这些报表期的任务

数据的报送间隔时期是系统设定的，用户不能更改。 

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这些报表期类型并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用户需要自己设定数据的

报送间隔时期，比如：三日一报，或一日三报。这都需要由用户来自己定义报表期。 

自己定义报表期时，用户要指定报表期的显示格式、如何取前一报表期、如何取后一报

表期；以及在设定分析表的分析范围时，如何得到常用分析范围中的年、月、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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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定义报表期的维护 

在在线设计系统中，可通过两处进入自定义报表期的维护界面，下面为您讲述如何进入

自定义报表期维护界面。 

方式一：通过“新建任务”对话框进入自定义报表期的设置界面。“新建任务”对话框

如图 11- 19 所示，设置了任务名称、任务标题后，选择报表期类型为“自定义报”，该对话

框将出现“自定义报表期类型”下拉框，点击下拉框右侧的 按钮，即可打开自定义报表

期设置对话框，如图 11- 21 所示。 

 

图 11- 19 

方式二：如图 11- 20，在编辑任一个任务时，点击菜单栏【定义|自定义报表期】，即可

打开自定义报表期设置对话框，如图 11-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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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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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1 

自定义报表期设置界面如图 11- 21，该界面可维护与定义当前系统中的自定义报表期，

相关定义详情请见下节，相关维护详情如下。 

增加 

点击 按钮，系统弹出对话框，如图 11- 22 所示。此对话框用于设置自定义报表期

类型，如三日报、一日三报等，并且可设定报表期是否来自代码组。 

 

图 11- 22 

删除 

点击 按钮，将删除选定的自定义报表期类型。 

编辑 

点击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修改自定义报表期类型。 

保存 

点击 按钮，可保存“得到前一期”、“得到后一期”、“显示格式”等的修改。 

类型说明 

点击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输入对选定自定义报表期的文字说明，如图

11-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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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3 

测试公式 

点击 按钮，可测试选定的自定义报表期，并得到计算结果。 

预览 

点击 按钮，可预览选定的自定义报表期，并且可以向前、向后翻动，得到前几期

或者后几期报表期。 

 

图 11- 24 

2.3 自定义报表期的定义 

自定义报表期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定义：通过系统函数定义与通过代码组定义。 

方式一： 

通过系统函数定义。增加自定义报表期类型时，不勾选“报表期来自代码组”。新增成

功后，开始定义自定义报表期类型的“得到前一期”、“得到后一期”、“显示格式”、“最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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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期”、“得到年”、“得到月”、“得到日”的表达式。其中，“得到前一期”、“得到后一期”、

“显示格式”、“最佳报表期”为必填表达式。 

 

图 11- 25 

例如，如图 11- 25 所示，新增一个类型为“三日报”的自定义报表期，新增完毕，开

始定义该自定义报表期的“得到前一期”、“得到后一期”、“显示格式”等表达式，表达式详

情如下所述。 

得到前一期 

根据报表期计算出前一期报表期，此处表达式应为： 

if(right(@bbq,2)="01",if(mid(@bbq,4,2)="01",Str(AsInt(left(@bbq,4))-1)^"1210",left(@bbq,4)^f

ormat("%.2d",AsInt(mid(@bbq,4,2))-1)^"10"),left(@bbq,6)^format("%.2d",AsInt(right(@bbq,2))

-1)) 

得到后一期 

根据报表期计算出后一期报表期，此处表达式应为： 

if(right(@bbq,2)="10",if(mid(@bbq,4,2)="12",Str(AsInt(left(@bbq,4))+1)^"0101",left(@bbq,4)^f

ormat("%.2d",AsInt(mid(@bbq,4,2))+1)^"01"),left(@bbq,6)^format("%.2d",AsInt(right(@bbq,2))

+1)) 

显示格式 

在在线设计插件中报表期的显示文字，前面我们用到的@bbq 是报表期的内部表示，比

如三日报中的“20050105”，但在显示给用户看的时候，会显示为“2005 年 01 月 13～15 日”，

这样用户比较容易理解。此处表达式可以为： 

left(@bbq,4)^"年"^mid(@bbq,4,2)^"月"^if(right(@bbq,2)="10","28日～月末",format("%.2d",(A

sInt(right(@bbq,2))-1)*3+1)^"日～"^format("%.2d",AsInt(right(@bbq,2))*3)^"日") 

最佳报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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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装入任务后，默认显示的根据业务规则最适合当前日期时间的报表期。此处表达式可

以为： 

Str(year(today()))^format("%.2d",month(today()))^format("%.2d",trunc((day(today())-1)/3+1,0)) 

得到年 

即如何得到报表期中的“年”。此处表达式可以为： 

left(@bbq,4) 

得到月 

即如何得到报表期中的“月”。 

得到日 

即如何得到报表期中的“日”。 

得到年月日的函数只是为设定分析范围时，常用分析范围里有“本年度”，“本月”等。

可根据需要实现。 

方式二： 

通过代码组来定义。在实际应用中，有些用户需要的报表期类型并不具备能独立用函数

表达出来的规律；这时，可以利用代码组，将报表期的某些特征数据记录下来，或者更极端

的，可以直接将需要用到的所有报表期存放到一个代码组中，然后在设计自定义报表期的时

候通过访问该代码组来运算出具有特殊规则的上期报表期和下期报表期，最佳报表期等等；

这就是自定义报表期设计的另一种方式――通过代码组来定义。具体过程如下所述。 

增加一个自定义报表期类型，并勾选“报表期来自代码组”，表示可根据当前报表期找

出前一期、后一期、显示格式等。新增成功界面如图 11- 26 所示，新增自定义报表期类型“代

码组”，此时系统会默认用访问代码组的方式建立各函数的表达式，并默认使用“报表期”

作为存放报表期内容的代码组。 

 

图 11- 26 

仔细阅读各函数会发现，此时得到前一期、得到后一期、最佳报表期都是根据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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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etcodestr 从代码组“报表期”中计算得到，报表期的显示格式就是代码组中的代码。最

佳报表期计算的是第一期。（offsetcodestr 函数的用法见“函数清单”）要注意，系统默认编

写的这些函数主要起演示的作用，设计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规则随时对各个函数进行修

改，其中的代码组名称“报表期”，也可以更换成其他的任务中具有实际意义的代码组名。 

例如：代码组“报表期”的内容如下： 

代码 文字串 

2008 甲子 

2009 乙丑 

2010 丙寅 

2011  丁卯 

2012 戊辰 

2013 己巳 

2014 庚午 

2015 辛未 

2016 壬申 

2017 癸酉 

则前一期、后一期、显示格式、最佳报表期等都可以由函数 offsetcodestr 计算得到。 

注意：报表期的表示方法： 

报表期在本系统中是由 8个字符组成的字符串，起的作用只是区分各期的数据。报表期

可为任意字符。 

例如：月报任务中，报表期的表示方法为：yyyymm----。 

旬报任务中，报表期的表示方法为：yyyymmdd，其中前 4位表示年，5、6位表示月，7、

8位表示旬。 

在三日报中，报表期的表示方法为：yyyymmdd，其中前 4位表示年，5、6位表示月，7、

8位表示第几个三日，如 02表示第 2个三日，即从 04日--06日，dd的取值从 01到 10。 

2.4 自定义报表期的使用 

完成自定义报表的维护和定义后，就能使用已定义成功的自定义报表期类型了。新建任

务，如图 11- 27 所示，输入任务名称与任务标题，选择报表期类型为“自定义报”，点击自

定义报表期类型处的 按钮，下拉框出现已定义成功的自定义报表期类型，如图中的“三

日报”与“代码组”，选择自定义报表期类型，如选择“三日报”，设置完毕，点击

创建任务。任务设计完毕后，一旦发布，便不可再更改系统的报表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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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7 

任务发布后，报表户登录系统填报任务，如果当前填报任务的报表期类型为“三日报”，

点击报表期栏的 按钮，报表期下拉框如图 11- 28 所示。 

 

图 1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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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自定义汇总方案 

进入【定义|汇总方案】，弹出以下界面： 

 

图 11- 29 

通过“新增”可以增加一种汇总方案，一种汇总方案里可以有多个汇总条件。 

汇总节点选择条件：可以通过 ID（）=“XXXX”来指定汇总户的代码 

汇总条件：这里的 ID 表示需要参与汇总的下级代码。 

默认汇总：当所需要汇总的节点代码不满足“汇总节点选择条件”设置的 ID（）时，

是否需要按照默认的汇总方式进行汇总，若不勾选则不产生汇总数据。 

图 12.6-1 表示当汇总数据时，需要汇总的节点中 ID 为 000000 的节点只需要汇总其直

接下级 800000 的数据，其余汇总节点不进行汇总。若 800000 的汇总数据也有特殊要求，可

以添加第二个汇总条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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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30 

此例表示当汇总数据时，需要汇总的节点中 ID 为 000000 的节点为其下级 800000 的数

据，其下级 800000 的数据包含其直接下级 810000 和 870000 的数据，其余汇总节点不产生

数据。 

设置完成后可以在表元属性、报表属性、任务属性中指定一种自定义的汇总方案，如下

图： 

定义表元的汇总方案： 

 

图 11- 31 

定义报表的汇总方案： 

 

图 11- 32 

定义任务的汇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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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33 

汇总方案优先级：在一个任务中可同时设置了表元、报表、任务的自定义汇总方案，优

先级为表元>报表>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此表元设置了汇总方案则以表元的汇总方案进行汇

总，若表元没有设置汇总方案则按照报表的汇总方案来汇总，若未设置报表的汇总方案则按

照任务的汇总方案来汇总，若均没有设置按照默认的汇总方式进行汇总。 

注：自定义汇总方案生效的前提是必须勾选报表属性中“本表需要汇总"或表元的"自动

汇总项”。 

在“视图”->“自动汇总”菜单点击，可以方便查看各表元采用的汇总方案; 

变长表的汇总方案。 

对于变长表，不允许对表元设置汇总方案，变长表的所有的表元汇总方案都采用报表的

汇总方案设置。 

4 如何制作审核说明表 

新建一张变长表，将表元视图切换为字段名，为该审核明细表设置字段。输入字段名

RPNAME、PLANARKEY、AUDITTAG、AUDITEXP、AUDITNOTE、AUDITINFO、AUDITOK与 AUIDTTIME。

其中，字段 AUDITOK 表示不删除审核说明记录，该字段为“0”时，表示审核未通过；该字

段为“1”时，表示审核通过。字段 AUIDTTIME 用于记录审核通过的记录，且需和 AUDITOK

配合使用。 

将表元视图切换为普通视图，为字段表元定义公式：self()。 

设置各字段表元的数据类型与字段长度，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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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数据类型 字段长度 

RPNAME 字符串型 20 

PLANARKEY 字符串型 100 

AUDITTAG 字符串型 60 

AUDITEXP 字符串型 250 

AUDITNOTE 字符串型 250 

AUDITINFO 字符串型 250 

AUDITOK 整型 无 

AUIDTTIME 字符串型 19 

 

 

图 11- 34 

图 11- 35 

定义该审核说明表的主关键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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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36 

打开【任务属性|审核设置】，在【审核明细表】区域选择一张审核明细表，定义审核标

记前缀，勾选【需要填写审核说明】与【忽略已填写审核说明公式】，设置完毕，点击

。 

 

图 11- 37 

该审核情况表支持使用代码组填写审核说明并且能够保存审核记录。填报该任务，审核

不通过时，审核明细表如下图所示。 



在线设计系统操作手册 

-113- 

 

图 11- 38 

审核通过时，审核明细表如下图所示。 

 

图 11- 39 

5 如何嵌套打印 

通过嵌套打印，只需将背景图片添加至报表中，便可在背景图片上进行报表设计、数据

填报及打印效果预览等操作。嵌套打印设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添加背景图片。点击 ，点击【插入】，选择【背景图片】。系统弹出【设置

背景图片】对话框，添加图片路径，点击 。 

 

图 1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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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41 

 

图 11- 42 

第二步，报表属性设置。打开【报表属性设置】，选择【其他】，勾选【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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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43 

第三步，添加表头。点击 ，点击【插入】，选择【表头表尾-数据项】。将表头放到指

定位置并调整大小。右键点击表头，选择【属性】，弹出【表元属性】对话框，在该对话框

内设置表头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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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44 

 

图 1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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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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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47 

 

图 11- 48 

第四步，任务属性设置。打开【任务属性】，选择【显示设置】，取消勾选属性【运行时，

固定表头表尾，不允许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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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49 

第五步，基层户打印设置。基层户填报完成后，点击 ，选择【打印设置】，弹

出【打印设置】对话框，勾选【打印时也打印背景图片】。 

 

图 1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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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51 

说明： 

1. 表元 0 值不打印：打印预览时，如果表元(表头)的值为 0 ，则不绘制表元值； 

2. 打印时也打印背景图片：打印时将背景图片连同文字一起打印； 

3. 彩色打印：所需打印的文字打印为彩色； 

4. 字体显示比例：字体的放缩比例(范围：0~200)； 

5. 页边距：背景图片左上角距离画布原点的位置(范围：-200~200)； 

6. 打印机设置：设置打印机的名称。 

 

注意： 

1. 嵌套打印不支持变长表； 

2. 含有多选框和单选框的表头暂不支持背景色透明； 

3. 使用"全部打印"或"打印选择表"时，无论报表是否设置套打属性，报表均以普通方式打

印。 

6 如何实现代码组联动 

6.1 概述 

代码组联动，是指一个代码组表元的值影响到另一个代码组表元值的选择，例如，某代

码组表元的值选择为一个省，则另一个代码组表元的下拉选项必须为该省下面的市县。目前

越来越多的任务需要使用代码组联动，代码组联动既可以通过层级代码联动显示，也可以通

过代码间的辅串联动显示，下面具体讲述这两种代码组联动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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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代码组联动的实现 

6.2.1 层级代码联动显示 

有两个代码组“行政区划（省）”与“行政区划（市县）”，“行政区划（省）”如图 11- 52

所示，该代码组为单级代码组，包括各省信息，“行政区划（市县）”如图 11- 53 所示，该代

码组为多级代码组，其包括各省、市、县三级信息。新建一张报表如图 11- 54 所示，B2 与

B3 皆为代码组表元，其中 B2 表元使用的代码组为“行政区划（省）”，B3 表元使用的代码

组为“行政区划（市县）”，需要实现的是，B2 表元选择某省或直辖市之后，B3 表元的下拉

选项只能为该省或直辖市下面的市县。 

 

图 1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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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53 

 

图 11- 54 

打开“行政区划（市县）”的代码组设置对话框，如图 11- 55 所示，点击“代码显示”

选项卡，在“顶级代码”处输入“B2”，表示该代码组的顶级代码为当前报表的 B2 表元，

如不需要显示顶级代码，则勾选“不显示顶级代码”，设置完毕，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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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55 

使用基层户登录进行填报，如图 11- 56 所示，该图为未勾选“不显示顶级代码”的层

级代码联动显示效果图，B2 表元选择了“北京市”以后，B3 表元的下拉选择框显示了北京

市及其下级市县的信息。若勾选“不显示顶级代码联动”，如图 11- 57 所示，B2 表元选择了

“北京市”后，B3 表元的下拉选择框仅显示北京市下级的市县信息。至此，我们实现了层

级代码联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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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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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57 

注意：层级代码联动显示使用的顶级代码必须一致，如以上示例中的“省级代码”

必须一致。 

6.2.2 代码组辅串联动显示 

代码组“职务”如下所示，该代码组由三部分组成：代码、主文字串与辅文字串。 

代码 主文字串 辅文字串 1 

00 医师 0 

10 护士 1 

代码组“科室”如下所示，该代码组也由三部分组成：代码、主文字串与辅文字串。 

代码 主文字串 辅文字串 1 

01 预防保健科 0 

02 全科医疗科 0 

03 内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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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外科 1 

05 妇产科 1 

06 妇女保健科 1 

新建一张报表，如图 11- 58 所示，B2 表元与 B3 表元均为代码组表元，其中，B2 表元

使用的代码组为“职务”，B3 表元使用的代码组为“科室”。需要实现的是，B2 表元选择了

职务后，B3 表元的下拉选择列表仅出现有该职务的科室。 

 

图 11- 58 

打开“科室”的代码组设置对话框，点击“代码显示”选项卡，在“显示条件”处输入：

codestrn("科室",@code,1)=codestrn("职务",B2,1)，该条件表示，代码组“科室”中，仅显示

与 B2 表元所选代码的辅文字串 1 相同的代码，点击 完成设置。 

 

图 11- 59 

使用基层户登录填报，如图 11- 59 所示，B2 表元选择“医师”以后，B3 表元的下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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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出现“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三个选项，代码组辅串联动显示成功实现。 

 

图 11- 60 

7 如何使用视图表设计嵌入表 

第七章已经讲述了如何定义视图表，在实际工作需求中，可能需要用到功能更加复杂的

嵌入表，如图 11- 61 所示，本节举例说明如何使用视图表设计嵌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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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61 

第一步，新建一张视图表如图 11- 62 所示，该表分为 A、B、C、D 四部分。A、C、D

为固定表元，A 链接至变长表“B1”，C、D 分别链接至基本表“B2”与“B3”。 

 

图 11- 62 

第二步，为 B 部分定义功能按钮。以 A2 表元为例，该表元处需要定义一个“新增记录”

按钮，打开表元属性，在“url 链接”处输入脚本“cmd:clearsheet rpt=B2 calculate”，输入完

毕保存表元属性，并分别为功能按钮表元定义“url 链接”，相关脚本请参考表 11- 1。设置

完毕，如图 11- 64 所示。 

表 11- 1 

功能 对应脚本 脚本作用 

增加 
cmd:clearsheet rpt=B2 

calculate 
清空并可以开始填报表“B2” 

保存 cmd:appendrow 将表“B2”的已填数据保存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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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detail=true;src=B2;dest=B1 

calculate 

长表“B1” 

删除 cmd:DeletePlanarRow rpt=B1 删除表“B1”的选中行 

修改 

cmd:UpdatePlanarRow 

masterdetail=true;src=B2;dest=B1 

calculate 

修改表“B1”的选中行 

查询 cmd:startqbe rpt=B2 在表“B2”中输入查询条件 

查找 cmd:exeqbe planar=B1;qbesrc=B2 
在表“B1”中查找满足查询条件

的数据 

显示全部 cmd:showplanardata B1="" 显示表“B1”中的所有数据 

首页 cmd:planarpagefirst B1 翻页至表“B1”的首页 

上一页 cmd:planarpageup B1 翻页至表“B1”的上一页 

下一页 cmd:planarpagenext B1 翻页至表“B1”的上一页 

尾页 cmd:planarpageend B1 翻页至表“B1”的尾页 

 

 

图 1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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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64 

第三步，运行该任务，效果如图 11- 61 所示，点击 B 部分对应的功能按钮可为该视图

表新增、保存、删除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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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登录 

部署 i@Report 报表分析平台后： 

在 IE 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 i@Report 报表服务器地址，出现如下图所示服务器首页面： 

 

图 1- 1 

在图 1- 1 中输入登录服务器的账号，系统会自动提示用户可供选择的登录类型，如下图： 

 

图 1- 2 

选择正确的身份后，输入登录密码，点击 后即可登录到服务器，成功登录服

务器后，系统将显示服务器操作菜单和服务器上的任务组。系统管理员通过此界面进行新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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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组、报表户、发布任务等操作，并可对服务器进行相应的管理操作。如下图所示是服务器管

理员登录后的界面： 

 

图 1- 3 

在图 1- 3 中点击页面左侧的 ，则注销当前登录用户，并返回到图 1- 1 所示页面。 

在图 1- 2 中输入的用户名或密码如果不正确，对于服务器用户，系统将提示如下： 

 

图 1- 4 

对于普通报表户，系统将提示如下： 

 

图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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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核对用户名和密码后重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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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任务组管理 

任务组是对任务进行分类管理的一种方式。例如某一单位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

特有的报表任务。某部门的报表任务只允许该部门相应的下级才能访问。为此我们可以为每个

部门建立一个任务组，将某个部门的所有报表任务放入该任务组中。这样，用户只能访问自己

部门的报表任务，而不能访问其他部门的报表任务。 

1 添加任务组 

在图 1- 3 中点击页面上的 按钮，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2- 1 

任务组名称：例如想要将重点税源的所有报表存放在一起，可将新建的任务组命名为“重

点税源”，这样通过组名就很明确地了解任务组的性质了。 

任务组描述：即对任务组的说明，例如新建的任务组保存的是不同年份重点税源的报表，

可在描述中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在上图所示的对话框中输入任务组的名称，如“重点税源”；在描述中输入对任务组的说明。

点击“创建”后就可新建一任务组，在图 1- 3 所示的“任务组管理”页面中就可看到新建的任

务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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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系统同时列出了该任务组的名称、描述信息、创建日期、创建者等信息。 

2 删除任务组 

在任务组管理页面中，勾选某一任务组后点击 按钮，系统会产生提示信息，如下图

所示： 

 

图 2- 3 

点击“确定”就可将所选的任务组删除。 

注意：任务组删除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3 搜索任务 

在任务组管理界面搜索任务框中输入任务标题或者任务 ID 的关键字，敲回车键或者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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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搜索任务，或者输入关键字后等待 3 秒系统将自动显示查询结果。 

 

图 2- 4 

4 任务组属性设置 

在图 1- 3 中某一任务组中点击“操作”栏的 按钮，或者勾选该任务组，点击

按钮，可以查看和修改任务组的属性，如下图： 

 

图 2- 5 

【属性说明】 

●创建者：即该任务组是由谁创建的。管理员和具有创建任务组权限的服务器用户可创建

任务组以发布任务到服务器。此处的创建者信息是不可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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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户列表：即可以进行数据填报与数据汇总的报表户清单。只有以下两种用户才能登

录服务器并进行数据的填报：1、存在于用户列表中的报表户；2、拥有填报用户列表中报表户

数据权限的服务器用户。点击用户列表的文件名，可操纵用户列表的数据库文件。如点击上图

中的“ul_BXXT”，页面上将显示出数据表“ul_BXXT”中的字段。具体操作可参考 【服务器

管理员操作手册第六章第一章 13 数据库管理】。 

●自定义报表户列表：自定义报表户列表的数据来源。此功能可以设置某个任务组的报表

户为服务器中的某个数据表，如：如果 A 任务组报表户与服务器用户一致，直接取服务器用户

数据库表。详细操作请参考【第二章 第五节 5.6自定义报表户列表】 

●标题：当前任务组的标题，可以重新设置。 

●名称：当前任务组的名称。(此名称在任务组创建时由系统自动生成)。 

●描述：当前任务组的简要描述信息，可以重新设置。 

●显示顺序：设置当前任务组的显示顺序，设置任务组在图 1- 3所示页面中的排列顺序。 

●显示条件：设置系统根据条件显示服务器上的任务组。如某个任务组中都是年报任务，

希望任务组只在 12 月才显示，则可设置条件：month(today())=12，这样设置后，如果当前不

是 12月，用户登录后，在首页上将不显示此任务。 

●安全设置：第一次登录提示修改密码。勾选此项则第一次登录时会提示用户修改密码。 

●申请填报：允许申请填报，则服务器的登录页面会显示 这个按钮，此任务

组也会开放申请填报这个功能。 

●申请填报说明：输入申请填报时的注意事项，用户进行注册时该注意事项会出现在申请

填报界面中。 

●申请填报的审批的列显示设置：勾选在申请填报界面需要显示的内容。 

●任务列表的列显示设置：勾选在任务列表中需要显示的内容。 

以上属性修改完成后，点击菜单“保存”，即可修改成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当任务组

中某个任务的属性中勾选了“自动添加下级单位到单位列表中”，则自定义报表户列表功能不可

用，任务属性相关操作请参考第三章第一章 2 任务属性详解。 

5 备份和恢复任务组 

5.1 备份任务组 

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管理员可将任务组备份到某一安全目录中，根据需要再恢复。 

【功能说明】 

备份是容灾的基础，是指为防止系统出现操作失误或系统故障导致数据丢失，而将全部或

部分数据集合从应用主机的硬盘或阵列复制到其它的存储介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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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port 支持任务组备份，选择需要备份的任务组后，系统会将所选择的任务组做一个备

份，并成一个（*.SGB）文件，以便系统遭到破坏时，及时恢复至正常填报状态。 

【操作说明】 

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入 i@Report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任务组管理】标签，在弹出的任

务组管理界面中，选择需要备份的任务组，点击【其他操作 | 备份】，如下图所示： 

 

图 2- 6 

系统弹出【备份任务组】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2- 7 

点击“备份”按钮，系统开始执行备份操作，完成后系统会弹出文件下载界面，提示是否

保存备份文件。保存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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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8 

【友情提示】 

备份任务组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这取决于您服务器上需要备份的数据大小和服务器的性

能），所以请尽量在服务器没有或很少访问量的时候执行此功能，以免影响其他登录者的正常使

用。 

因为各个数据库允许的最大字段长度不同，如果备份任务中存在拆分表，则很有可能出现

备份的任务组无法正常恢复的情况，因此我们友情提示您在对任务组进行恢复时，保持数据库

类型相同。 

5.2 恢复任务组 

【功能说明】 

恢复任务组，即将指定的任务组备份文件恢复到服务器上，若服务器上存在相同的任务组，

恢复时则会将其覆盖。 

恢复任务组的操作是与备份任务一起联用的，有备份才能恢复，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 

【操作说明】 

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入 i@Report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任务组管理】标签，在弹出的任

务组管理界面中，点击【其他操作 | 恢复】，系统弹出【恢复任务组】界面： 

点击此处，即可下载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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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9 

单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文件包（*.SGB 格式），点击“恢复”按钮，系统

会将您指定的任务组备份包恢复到当前服务器上，恢复的过程中您的服务器中相同名称的任务

组会被备份包中的覆盖。 

【友情提示】 

恢复任务组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取决于您选择的备份包中的数据大小，服务器的性能，

以及网络的速度），所以请尽量在服务器零访问量时候进行，以免影响其他登录者正常使用。 

6 报表户管理 

【功能说明】 

报表户也就是报表单位，是指能够下载任务、填报报表、上报数据、汇总数据的填报单位。

在系统中报表户列表从属于任务组，不同的任务组有不同的报表户列表，只有本任务组报表户

列表中的用户才能填报任务组中任务的数据，和对该任务组中的任务进行管理。 

管理员通过“报表户管理”可在本任务组中增加、编辑、删除报表单位。 

【操作入口】 

点击某个任务组名称后，点击菜单“编辑｜管理全部报表户”，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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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0 

在出现的如下图所示页面中，页面中列出了报表户信息，管理员可对报表填报单位进行管

理，如下图所示： 

 

图 2- 11 

如果要返回到任务组页面，可点击上图中的 按钮。 

6.1 添加报表单位 

【操作说明】 

在图 2- 8 中点击菜单 ，选择“基层户”或“汇总户”，可增加新的下级单位，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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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2 

如下图所示增加一个汇总单位： 

 

图 2- 13 

● 上级代码：即本单位的上级单位的代码，上级代码必须是单位列表中存在的汇总单位。

如果要增加的报表户是某个汇总节点的下级，应填入此汇总节点的代码；“--”表示根节点代码。

通过上级代码，可使报表户形成正确的上下级关系。 

● 代码：即要新增的下级单位代码，也是下级单位登录任务组时要输入的代码。 

● 名称：即下级单位的名称。 

● 验证密码：即登录任务组时的密码。 

其余就是单位的其他信息，可根据需要填写。 

在对话框中输入相应的单位信息后，点击“确定”就可添加新的下级单位。 

增加一个基层单位操作方法类似，需在“上级代码”中填入其上级单位的代码，不填则默

认为根节点“--”。 

【友情提示】 

添加了一个汇总单位之后，添加本任务组该汇总单位下级单位的工作就可以由此汇总单位

完成。具体参见《G-i@Report v4.3.5 汇总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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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修改单位信息 

填报单位信息增加到报表户列表中后，用户也可修改单位信息。直接点击某一单位的代码

或点击“属性”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2- 14 

即可对单位信息进行编辑修改，如下图所示： 

 

图 2- 15 

在图中可对单位的上级代码、用户代码、用户名称、密码、用户类型等进行修改。 

注：修改报表单位代码时，所有服务器用户对原报表单位的权限移植到对新代码起作用

（包括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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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一单位的 ，即可查看其所有的下级单位，如下图所示： 

 

图 2- 16 

点击某一下级单位的属性，则会出现编辑报表户的对话框，在此可以对此单位的信息进行

编辑，如下图所示： 

 

图 2- 17 

6.3 查找报表单位 

如果报表户列表中的单位数量很多，要找到某个单位可能比较麻烦，可通过系统的“查找”

功能快速定位到某个单位。要查找某个单位，可点击图 2- 11 所示页面中菜单“查找”，在如下

的对话框中输入单位代码和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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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8 

输入代码时，支持全匹配或者最左边代码匹配，比如我们需要批量将所有南京市报表户

（3201 开头的）查找出来，我们在代码输入框中输入“3201”即可。 

输入名称时，支持模糊查询，例如我们要查找单位名称中含有“新华”的单位，可以在名

称输入框中直接输入“新华”二字，也可以输入通配符?或*，即在名称中输入“*新华*”。 

输入了查询条件后，我们可以选择查找的报表户的类型是基层户还是汇总户，系统默认的

是全部。 

点击“确定”后，如果能查找到与输入相匹配的单位信息，就在页面中单独显示出来。 

6.4 导入导出报表户列表 

【功能说明】 

报表户列表是从属于任务组的，一个任务组中的报表户列表建立后可将其导出为文本文件，

如果其他任务组中要建立类似的报表户列表，可再将文本文件导入到另一任务组中。 同时，导

出成文本文件后，也便于我们批量的进行增加修改。 

【操作说明】 

要点一：导出列表 

点击菜单“编辑｜导出列表”，系统会提示下载文件，点击“确定”就可将单位列表文件（文

本文件）保存到磁盘上，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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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 

注意：管理员可以导出全部报表户，汇总户只能导出自己以及自己的全部下级。导出列

表时，文本信息包括一段注释行，注释行的信息为导出的字段详情和数据库字段名。方便以后

导入列表时使用。导出的文本信息不包括密码字段。 

要点二：导入列表 

在图 2- 19 中点击菜单“编辑｜导入列表”，可将报表户列表文件中的单位信息导入，如下

图所示： 

 

图 2- 20 

点击“浏览”找到保存的报表户列表文件。 

清空所有单位：选择清空时，系统会先删除已经存在的全部报表户，报表户对应的服

务器用户权限信息并不会全部删除，只会删除再次导入列表后，实际减少的报表户权限信息。 

如原来对服务器用户分配了任务级"税调任务组测试"权限如下： 

 

图 2- 21 

现在对“全国税收调查”任务组执行导入列表操作，且选择了清空所有单位列表，实际再

导入的列表里面比如少了 00100 这一户，那么权限对应这里其它报表户信息仍然存在，只是对

00100 的权限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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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相似单位列表：表示在导入单位列表时，如果导入的单位信息与已存在的信息相

同，将用户导入的信息覆盖已存在的信息，再导入不存在的信息。如果选择的是覆盖操作，不

会改变原有的权限信息。 

设置缺省密码：管理员可以设置导入用户的默认的密码，如果不进行设置，密码与导

入报表户的 id 相同。 

要点三：支持的格式 

导入导出报表户列表格式，目前服务器默认格式为 TXT，同时支持 XLS。 

如果需要支持 xls 格式的，需要进行如下配置： 

打开报表户管理菜单文件：工作目录/clientdown/server/skin/menu/listviewuserlist.menu 

默认 txt 导入导出菜单为： 

<importlist caption="导入列表" cmd="importUserlist()" img="writeuserlist.gif" /> 

<exportlist caption="导出列表" cmd="SaveUL()" img="icon16/saveuserlist.gif" /> 

xls 格式导入导出菜单为：区别在于调用的 cmd 函数名不同 

<importlist caption="导入列表" cmd="xlsimportUserlist()" img="writeuserlist.gif" /> 

<exportlist caption="导出列表" cmd="xlsSaveUL()" img="icon16/saveuserlist.gif" /> 

xls 文件格式： 

导出的 xls 文件包括以下几个字段： 

userid,username,upid,btype,tel1,email,fax,tel2,option_这几个系统字段，以及在报表户数

据表结构里面定义的扩展字段（隐藏字段不导出），导出文件中第一行固定为字段描述信息，第

二行为数据库字段名。 

导入的 xls 文件必须遵循以下规则： 

1、第一行为字段描述信息，第二行为数据库字段名。 

2、必须包含 userid，username，upid，btype 这四个字段，且 userid，upid，btype 在 xls

中为字符型表元。 

小技巧： 

如果我们需要批量的将报表户列表导入到服务器上，但是又不清楚具体的文件格式，那么

我们可以先在服务器上添加一户报表户，然后将报表户列表导出，并按照导出的文件中的格式

进行批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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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修改报表户列表结构 

【功能说明】 

i@Report 允许管理员自行修改用户列表结构，扩展用户列表字段。通过此功能我们可以修

改报表户基本信息中的字段名称，也可以增加字段或者给某个字段设置代码组；若某些字段不

允许编辑，也可以进入此界面通过修改其是否允许修改属性来进行控制。 

【操作说明】 

 系统字段 

在图 2- 11 所示页面，点击 ，系统会切换到"机构列表扩展字段"界面，如

下图所示： 

 

图 2- 22 

注意：对于系统字段，字段名、字段类型、字段长度以及是否隐藏都是不允许修改的。 

点击操作栏的 ，可以对用户列表的系统字段进行修改，对于系统字段，只能修改其

字段描述、代码组的设置以及是否允许编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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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3 

注意：代码组设置选项需要在“代码组管理”中上传了代码组的情况下才可见。 

 扩展字段 

如果系统字段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i@Report 允许管理员自行添加用户列表字段。点击图

2- 22 中 按钮进行添加，添加界面如图 2- 24 所示。 

“显示顺序”表示改扩展字段在所有扩展字段中的顺序，“隐藏字段”表示用户登录后在报

表户信息里是否隐藏该字段，“允许编辑”表示该扩展字段是否允许非管理员用户编辑。 



服务器管理员操作手册 

-20- 

 

图 2- 24 

例如，添加了扩展字段“部门”后，点击报表户列表中的 ，属性编辑界面新增字段

“部门”，如图 2-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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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5 

6.6 自定义报表户列表 

【功能说明】 

此功能可以设置某个任务组的报表户为服务器中的某个数据表，如：如果 A 任务组报表户

与服务器用户一致，直接取服务器用户数据库表；如果 A 任务组报表户与 B 任务组的报表户一

致，直接取 B 任务组报表户数据库表。此操作可以解决数据同步问题。 

【操作入口】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进入某一任务组的属性设置页面，如图 2-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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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6 

点击 进入定义视图界面，右边列表用来显示用户列表的字段，用红色小旗

标识的为必须指定的字段，如图 2- 27 所示。 

 

图 2- 27 

在选择框选中数据来源的表名后，在左边的列表列出该表的字段名，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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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8 

选中匹配的字段后，中间的向右的小箭头会显示为可用，点击后即定义好匹配关系，如下

图所示。 

 

图 2- 29 

定义好匹配关系后，中间的向左的小箭头会显示为可用，点击后即取消匹配关系，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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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0 

定义好对应关系以后，点击 进行保存。此时，数据源里的报表户数据会显示在报表

户列表，如下图所示。 

 

图 2- 31 

如果想取消自定义报表户数据来源，如图 2- 32 所示，再次进入该任务组的属性设置界面，

点击 进入定义视图界面，如图 2- 33 点击 即可。 

 

图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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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3 

特别说明： 

（1）用户列表可以是其它表的视图，例如其它任务组的用户列表（UL_为前缀的是报表户

列表，例如 UL_CSRWZ）、服务器部门表（IRPT_DEPARTMENTS）等等。 

（2）该功能由服务器管理员进行定义，如果某任务组定义了用户列表的自定义存储，则该

任务组用户列表只能用来查看，报表户列表页面的删除，修改，添加等菜单将被屏蔽掉。 

（3）定义视图时，USERID,USERNAME,BTYPE,UPID 四个字段以及 UPIDS 必须指定数据来源，

且应符合用户列表字段的规则，例如 BTYPE 字段存储的字符为 0 或者 9，否则会导致用户列表

无法正常显示。推荐使用方式：用另一个任务组的用户列表为数据来源，或者用

IRPT_DEPARTMENTS 为数据来源。 

6.7 修复 

【功能说明】 

 修复用户上下级关系 

修复任务组的 UL 表（即报表户列表）中的 UPI0-UPID9 字段，是根据 UL 表中的 UPID 字

段从根节点开始一级一级向下修复，如果报表户的 UPID 对应的户不在报表户列表中，则这户

数据无法修复，成为脏数据。 

 修复任务数据中的上下级关系 

修复任务数据中的上下级关系，是修复任务的信息表中的 UPID0-UPID9 字段，首先修复

UL 表中存在的报表户的数据，直接将 UL 表中的 UPID0-UPID9 更新到 XXB；然后修复不在 UL

表中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的 UPID 一级级向上查找，找到存在于 UL 表中的一级以后，再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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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 

 比较 UL 表和 XXB 的 UPIDS 

找出 UL 表和 XXB 中，USERID 和 BTYPE 相同，但是 UPID0-UPID9 不同的数据。 

 更新数据库中的报表户信息 

当报表户列表发生改变时，根据报表户列表的上下级关系修复任务数据中的上下级关系。

同时，此功能也可以根据用户列表中的 USERNAME 修复任务数据库中的 USERNAME 字段。 

【操作入口】 

以上四个修复功能的操作入口是一致的，点击【修复】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2- 34 

7 其他操作 

7.1 修复任务组数据库 

【功能说明】 

修复任务组数据库功能会检查该任务组的单位列表和任务的数据库表对应的数据库是否存

在，如果不存在则创建它。同时会修复数据中的 upids 字段和值。 

【操作说明】 

点击“编辑|修复任务组数据库”，如下图所示： 

 



服务器管理员操作手册 

-27- 

图 2- 35 

系统弹出如下图所示界面，点击修复即可： 

 

图 2- 36 

7.2 查看任务组日志 

【功能说明】 

任务组日志主要记录任务组中的日志．比如上报、下载、锁定，任务属性的修改等。 

【功能说明】 

点击进入某个任务组，点击“查看|任务组日志”，系统将显示任务组日志界面，详细操作

请参考【第六章 服务器管理 23.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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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任务管理 

1 发布任务 

任务组中的任务中是通过 i@Report 分析版运行系统发布到服务器上的任务组中的。 

（1）如果服务器上没有任务组，可以点击【任务组管理|新增】，如下图所示。 

 

图 3-1 

（2）点击【任务组管理|新增】后，会弹出【新建任务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在弹出

【新建任务组】对话框中输入新建的任务组名称。 

 

图 3-2 

（3）在 i@Report 运行系统中，点击【收发｜发布任务】菜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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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4）选择“报表服务器”方式，设置服务器参数并选择任务组后，就可将报表任务发布到

相应的任务组中，如下图所示。 

 

图 3-4 

（5）点击图 3-5 中相应任务组，将显示刚才发布的任务，如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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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图 3-6 

2 任务属性详解 

任务属性是描述或展现当前发布任务的特征。只有管理员和该任务的发布者才能访问任务

属性界面，修改任务的属性。下面我来详细介绍它的各个功能。 

2.1 操作说明 

进入当前任务组，点击某一任务的“属性”按钮，可查看和设置当前任务的属性，如下图

所示。 

 

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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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2.2 任务属性设置说明 

【标题】 

发布任务时的任务标题。 

【类型】 

当前任务的数据期类型，例如：年报、季报、月报、周报、日报、自定义报表期等。 

【发布者】 

当前任务的发布或上传者。 

【发布方式】 

当前任务的发布客户端程序。 

【所属任务组】 

当前任务归属哪个任务组。 

【查看报表链接】 

一般用于系统集成，当另一个系统要调用 i@Rerpot 报表服务器的任务时，可以用这个链接。

参数说明：#id，#pw 需要替换成登录用户的信息。bbq 参数如果不指定，默认显示任务的最

佳报表期。 

【操作示例】 

以下是以 430000 的用户直接进入到到任务 id 为 

{C3DACBB4-5D96-46BB-92F5-30A846B6DFC8}的 9 月份的数据中： 

http://192.168.1.210:8080/irpt422/oemlogin.do?target=task&task={C3DACBB4-5D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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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B-92F5-30A846B6DFC8}&id=#430000&pw=#430000&bbq=2009---- 

以下是以 admin 的用户直接链接到任务组为 SDRWZ 的界面 

http://192.168.1.157:8080/irpt422/oemlogin.do?id=admin&pw=admin&target=taskgrou

p&grp=S DRWZ 

【任务标记】 

给任务的一个分类，一般用于税务任务，某些特定的功能会以这个标识为检索依据。 

【编辑 ctais 文件】 

此为税务系统的定制功能，相当于导入 ctais 系统数据或与 ctais 系统数据作比较时的一座

“连接桥”。 

【类型】 

有两个选项：填报任务、展示任务。 

填报任务：可以对任务进行写的操作，可以上报修改数据。 

展示任务：只能对任务进行读的操作，只能查看不能上报和修改数据。 

【显示顺序】 

当前任务的显示顺序，以阿拉伯数字（0~9）和 26 个英文字母（a~z,A~Z）来设定。 

【信息表元】 

设定当前任务在查看上报情况时显示的信息表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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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如上图，点击“选择表元”按钮，进入到信息表元选择界面，这里我们选择“E4（注册类

型）”作为示例，点击“下一步”按钮，然后调整“设置信息表元显示顺序”，最后确定即保存

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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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注销登陆，以某个汇总户的身份登陆到系统查看下级数据时，可以看到在单位名称旁边多

了一列“注册类型”，方便上级查看相关信息。 

 

图 3-12 

【描述】 

设置当前任务的简要描述信息，设置完成后查看任务时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3-13 

【最佳报表期】 

设定当前任务的最佳报表期，需要指定计算公式。点击 可以查看设置公式的帮助。 

如下图，假设某月报任务要求填写当月数据，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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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YEAR(today()))^format("%.2d",MONTH(today()))^"--" 

 

图 3-14 

比如当前时间是 2013 年 12 月 10 日，以某个报表登陆到服务器可以看到默认填报当月即

12 月份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图 3-15 

【最佳报表期脚本】 

以脚本的形式生成最佳报表期，点击 获得更多详细说明。 

【显示条件】 

设定当前任务的显示和隐藏，需要指定计算公式。其规则如下： 

1、 公式返回值必须为逻辑型； 

2、 支持 i@Report 中的数学函数、日期时间函数、字符串函数、统计函数、数据转换函数、

逻辑函数； 

3、 支持使用 logininf 函数获取当前登录者信息。 

如下图，设置条件为 logininf(0)=”120101”表示登陆者代码为 120101 的才能看到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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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报表户称谓脚本】 

设定当前任务的报表户里基层和汇总户的称谓。以脚本的形式生成报表户称谓，点击

获得更多详细说明。 

注意：此功能与“汇总户可以上报不在单位列表中的报表单位的数据”一起使用才有

效： 

设置“报表户称谓脚本”为：return isHz?"集团":"子公司";如下图所示： 

 

图 3-17 

将：“汇总户可以上报不在单位列表中的报表单位的数据”进行勾选： 

 

图 3-18 

以汇总户的身份登陆到服务器，并进入到数据查看界面，点击“编辑”菜单下的“录入”

按钮： 

 

图 3-19 

【报表期显示脚本】 

设定当前任务的报表期选择项。以脚本的形式生成报表期选择项，点击 获得更多详

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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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设置了只显示 2012 年 03 月这个报表期： 

 

图 3-20 

以某个报表户登陆服务器，选择报表期时，我们可以看到，仅且只能看到 2012 年 3 月这

一个报表期,如下图所示。 

 

图 3-21 

【上报数据后执行的脚本】 

设定任务上报后执行的操作，点击 获得更多详细说明。 

1、当前任务上报数据或者保存数据后，需要执行的 JAVA 脚本。 

2、与 SQL 语句类似，当我们需要在一些第三方表记录日志，或者当数据改变时，要进行

某些数据操作，且简单 SQL 语句无法完成时，该功能就十分有用。  

3、目前该功能仅在界面填报数据时有效，导入数据未支持。 

以下示例利用上报数据后执行的脚本调用存储过程，完成数据一旦上报将数据中的关键信

息写入到 irpt_log 日志表中： 

在数据库中创建一个表： 

create table irpt_log 

( 

  TASKID_    VARCHAR2(100),  BBQ_       VARCHAR2(8),  USERID_    VARCHAR2(200), 

  BTYPE_     VARCHAR2(1),   DATE_ timestamp 

) 

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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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or replace procedure irpt_PROC(taskid in varchar,bbq in varchar,userid in varchar,btype in 

varchar) is 

begin 

insert into  

irpt_log(BBQ_,USERID_,BTYPE_,TASKID_,DATE_)VALUES(bbq,userid,btype,taskid,SYSDATE ); 

end irpt_PROC; 

在任务属性的【上报数据后执行的脚本】中调用存储过程： 

callProc(login,task, "irpt_PROC",new String[]{task.getServerId(),bbq,userid,btype}); 

 

图 3- 22 

以一个报表户登陆并填报数据后，在数据库中查询时，可以在下图看到 irot_log2 增加一条

数据： 

 

图 3-23 

【审批通过后执行的脚本】 

设定数据审批通过后执行的操作，点击 获得更多详细说明。 

1、当前任务审批通过后，需执行的 JAVA 脚本。 

2、与 SQL 语句类似，当我们需要在一些第三方表记录日志，或者当任务审批通过时，要

进行某些数据操作，且简单 SQL 语句无法完成时，该功能就十分有用。 

【报表户过滤条件】 

列举报表户列表的时候，查询报表户的 SQL 过滤条件。 

1、该功能是用于设置在汇总户浏览数据页面显示的报表户的过滤条件。 

2、在列表显示时，该过滤仅对查看未报，查看全部有效，在树型显示时，该过滤对查看已

报，未报，全部都有效。 

3、该过滤条件是直接作为 SQL 语句的一个条件拼接到查询语句中，所以应根据实际使用

的数据库类型来定义 SQL 过滤条件。 

如下图，设置报表户前 6 位为 120101 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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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设置完成后点击，旁边的“测试”按钮，如果语法正确，系统提示“报表户过滤条件设置

有效!”。 

以汇总户 120000 的身份登陆到服务器后只显示匹配的数据： 

 

图 3-25 

【汇总户页面报表数据查看方式】 

可以设置进入汇总户界面后，默认报表数据查看方式。选项有“嵌入式查看”和“弹出窗

口查看”，默认是“嵌入式查看”。 

嵌入式查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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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弹出新窗口查看，如下图。 

 

图 3-27 

【汇总户页面默认显示】 

可以设置进入汇总户界面后，默认显示列表还是树型，未修改设置时，默认为列表。 

【汇总户页面树型显示格式】 

可以设置汇总户界面树型显示的格式，默认格式为四种：名称，代码，代码（名称），名称

（代码）。 

【树型显示下级数量时】 

树型显示时，会在汇总户的名称后面显示下级的数量，如果不勾选包含汇总户，默认只统

计全部下级基层户的数量。 

【操作示例】 

不勾选“包含汇总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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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包含汇总户”，如下图。 

 

图 3-29 

【汇总户页面缓存数量最大页数】 

汇总户打开插件浏览数据时，如果设置了缓存数据下载该页所有户的数据，并缓存在本地，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在当前页切换数据的速度。设置缓存最大页数时，不宜设置过大，建议设

置在 5-10 页，设置过大，当用户机内存较少时，会影响用户的使用效果。设置为 0 表示不缓存。 

【新增报表户来源】 

汇总户录入下级时，报表户 ID 和名称的数据来源。该数据源可以是数据库表的两个字段,

也可以是数据库代码组。 

注意：此功能与“汇总户可以上报不在单位列表中的报表单位的数据”一起使用才有效： 

如下图，将来源设置成来自任务代码组的最新税务机关： 

 

图 3-30 

将：“汇总户可以上报不在单位列表中的报表单位的数据”进行勾选： 

 

图 3-31 

汇总户登陆到服务器录入数据时，系统提供列表供用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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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报表户树形结构管理】 

定义树形节点依据以后,根汇总户可以以多种树形查看下级已报户的数据。 

点击“进入管理”，点击“新增”； 

定义数据源类型为：信息表数据； 

定义名称为：营业状态； 

代码字段、名称、上级节点、上级名称分别设置如下： 

 

图 3-33 

以汇总户的身份登陆到服务器，可以看到，在汇总户显示方式那，多出一个“营业状态”

标签： 

 

图 3-34 

进行数据汇总后切换后“营业状态”标签，可以看到树型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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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新增时调用的事件】 

汇总户录入下级时，可以定义一个事件，用来做初始化数据等工作。 

该事件为一个 com.sanlink.rp.Bbh.IAppendBbhListener 的实现类，需要根据实际应用编写

代码。 

【设置成为非活动任务】 

当修改了任务结构，再重新发布任务时，新发布的任务为活动任务，旧的任务自动变为非

活动任务。 

在服务器上，GUID 相同的任务只能允许有一个是活动任务。 

如果任务为非活动任务，则该任务仅对管理员可见。服务器用户或者报表户都无法访问非

活动任务。 

【允许其它任务用 TC 或 Task_Cell 函数取本任务数据】 

是否允许其它任务设置 TC 函数或 Task_Cell 函数取本任务数据，默认不允许。 

未勾选此选项时，当登录用户对所取的数据有查看权限，也允许取数。 

【已保存自动取前期】 

自动取前期条件是：仅针对信息表，并且表元属性“自动取前期”为“是”。 

自动取前期分为三种情况： 

1、当前打开的数据是已报户，不执行取前期。 

2、当前打开的数据是未报户，系统优先自动取历史最近一期已报户数据（不论选项是否勾

选）。若历史期中没有已报数据，但上期有已保存数据，则从上期已保存数据中取。 

3、当前打开的数据是已保存户，如果选项勾选，系统优先自动取历史最近一期已报户数据， 

若历史期中没有已报数据，但上期有已保存数据，则从上期已保存数据中取。如果选项未

勾选则不执行取前期。 

注意：第 3 种情况取数时，只覆盖当前信息表为空的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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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填写最佳报表期外的其他报表期】 

未设置时，默认为不勾选。  

当未勾选些属性时，在数据填报界面的报表期选择框中，只列出最佳报表期和所有已报数

据的数据期，且在上报非最佳报表期数据时，会弹出异常提示。 

【不显示最佳报表期】 

当勾选不显示最佳报表期时，进入数据页面，默认显示为已填报数据的最后一期。只有在

选项"能填写最佳报表期外的其他报表期"勾选时，该选项才允许勾选。 

【开启大数量下报表期查询优化】 

用于控制报表期浏览查询是否针对大数据量做特殊的处理。当数据总量很大，而已报期个

数较少， 汇总户下级单个已报期的数据记录数比较大。（建议的：一般百万数据记录时，已报

期总数小于 20 个）实际上在重点税源项目中，我们测试千万数据记录已报期在 120 个左右，速

度也在 2-3 秒左右。当数据总量不是很大，或者已报期个数很多，汇总户下级单个报表期的数

据记录数不是很大。默认情况下，所有任务都不勾选此选项。 

【允许有下级未上报的汇总户上报】 

未设置时，默认勾选。 

当未勾选该属性时，若下级存在没有上报的基层户，汇总户是不允许上报的，并且不能统

计出户数。 

【汇总户可以上报、修改下级数据】 

未设置时，默认勾选。 

当未勾选该选项时，汇总户不能代报或者修改下级数据。 

【汇总户可以上报不在单位列表中的报表单位的数据】 

未设置时，默认不勾选。 

如果未勾选该选项，汇总户不能使用汇总户界面的录入功能，且导入数据时，不在报表户

列表的数据不允许导入。 

【自动添加下级单位到单位列表中】 

当选项"汇总户可以上报不在单位列表中的报表单位的数据"被勾选时，此选项才有效。  

当勾选此选项时，上报或者导入不在报表户列表中的单位数据时，会将该户自动添加到报

表户列表中。 

【上报后自动锁定】 

未设置时，默认不勾选。 

如果勾选了此选项，上报数据，导入数据，拷贝数据后，数据自动锁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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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汇总户上报将锁定所有下级单位；下级单位的锁定人由锁定人表达式决定。 

【初始化数据后自动上报】 

未设置时，默认不勾选。  

如果勾选该选项，初始化数据的同时将数据置为上报状态。 

【允许在线填报】 

未设置时，默认勾选。 

如果未勾选该选项，汇总户界面无法打开插件页面，基层户不允许在线填报，在线填报菜

单消失。 

【允许数据留痕】 

未设置时，默认不勾选。  

如果勾选该选项，每次保存或者上报数据时，将会在数据留痕表中记录一条数据。 

如下图，设置了数据留痕后，每次修改数据可以通过【查看|报表|历史】来看数据的修改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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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如上图，点击“历史”后系统弹出修改记录，如下图。 

 

图 3-37 

双击某条记录可以查看详细情况。 

【允许修改汇总户数据】 

该属性只允许在运行系统的任务属性中设置，服务器只提供在任务属性页面查看该属性的

功能。  

汇总户要修改自动汇总项的数据时，需要勾选该属性。插件打开汇总户数据，勾选该属性

后，可以进行自动汇总表元的编辑。 

【允许产生差额表】 

该选项只有在勾选了"允许修改汇总户数据"选项后，设置才有效。 

勾选了允许产生差额表后，汇总户修改数据上报时，会自动生成差额户，差额户 ID 为"0X+

汇总户 ID”，该差额户为该汇总户的直接下级。 

允许产生差额户的原因：汇总户要修改数据并上报，导致汇总户数据与实际汇总来的数据

产生差异，因此需要产生一个差额户，使汇总户数据与下级基层户的汇总数据保持一致。 

差额户数据=汇总户修改的数据—真实的汇总数据 （只计算任务中的自动汇总表元，变长

表忽略） 

在分析版的【编辑|任务属性|其他设置】中勾选“允许修改汇总户数据”以及“允许产生

差额表”后将任务发布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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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8 

以 admin 的身份登陆到服务器，查看此任务的属性，可以看到“允许修改汇总户数据”和

“允许产生差额表”被勾选，而且不能修改： 

 

图 3-39 

上报若干基层户数据，并修改汇总户数据后，可以看到系统自动产生一个差额户，其 id 是

以 0X 开头： 

 

图 3-40 

【数据上报查看选项】 

设置进入汇总户浏览数据页面，默认显示的查看方式。  

如果不进行设置，默认查看已报户。  

【锁定/解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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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锁定、解锁的权限。有以下三个选项： 

1. 上级都可以加/解锁。  

例如：000 是 010 的上级，010 是 011 的上级，现 011 已被 000 锁定， 010 对 011 数据

执行锁定操作，此时 011 的锁定者将变为 010，且 011 仍为锁定状态。 同时 000 和 010 都可以

对 011 进行解锁。 

2. 只能锁定人解锁，不允许改变锁。 

例 a：000 是 010 的上级，010 是 011 的上级，现 011 已被 010 锁定，如 000 对 011 数据

执行锁定/解锁操作，此时 011 的锁定状态不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该选项下系统将不考虑原锁定者与现在操作者的上下级关系。  

3. 上级可以加/解锁下级锁定的数据，反之不行。 

例 a：000 是 010 的上级，010 是 011 的上级，现 011 已被 000 锁定，如 010 对 011 数据

执行锁定/解锁操作，此时 011 的锁定者将不发生变化，且 011 仍为被 000 锁定状态。  

例 b：000 是 010 的上级，010 是 011 的上级，现 011 已被 010 锁定，如 000 对 011 数据

执行锁定操作，此时 011 的锁定者将变为 000，且 011 仍为锁定状态。如 000 对 011 数据执行

解锁操作，011 变为未锁定状态。 

未设置时，默认值为 3。 

【数据上报下载并发选项】 

各参数的默认值为空,表示都是 0(相当于未进行过设置 )。当任务参数为空，表示上报下载

的并发参数采用服务器工作目录(server.property)中配置的参数：当任务参数不为空，表示上报

下载的并发参数采用任务中定义的参数。 

属性名 作用介绍 默认值 

filePackageMaxWork

Count  
上传文件时处理文件的拆分和并的最大并行线程数量 3 

filePackageMaxSize  
上传,和下载数据时,如果大于该值,数据将进行拆包上传

和下载 
5M 

uploadDataFileQueu

eSize 

上传,和下载数据时,数据包超过该值就放入队列处理,

否者直接处理 
50K 

uploadDataMaxWaitC

ount 
上报数据时,上报数据的最大的用户等待数量  10000 

uploadDataThreadSi 上报数据时,处理数据包的线程的最大并发数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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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downloadDataMaxWai

tCount 

下载数据时,下载数据的最大的用户等待数量 10000 

downloadDataMaxThr

eadCount 

下载数据时,打包数据包的线程的最大并发数量 3 

【批量取数选项】 

表示批量计算,审核，在内存中缓存的报表户数据的户数。 

如果机器性能差数值就改小，好就改大，具体根据机器性能调整，通常情况值为 300 户。 

【报表户自动继承上级的审批流程】 

未设置时，默认不勾选。 

报表户本身没有审批流程，但是其上级有审批流程，则将其上级的审批流程应用到该报表

户上，使其具有相同的审批流程。 

该功能为任务属性，主要是源于任务下存在不在列表中的报表户的审批需求：这些报表户

因为不在报表户列表中，无法设置审批流程，但是又存在审批的需求，只有通过给其在报表户

列表中的上级设置审批流程，再继承该审批流程达到最终目的。 

【允许审批汇总户数据】 

未设置时，默认不勾选。 

该功能主要用于级次审批中，系统默认级次审批只审批基层户，不审批汇总户。要使得汇

总户也参与审批流程，可增加此选项。 

汇总户数据退回后，将对该汇总户解锁，并置为未上报状态，同时将该汇总户已锁定的下

级单位的锁定者字段变更为该汇总户。 

【允许任意上级汇总户退回数据】 

未设置时，默认不勾选。  

该功能主要用于级次审批中，系统默认只有当前审批人和终审人可以退回报表户数据，增

加此选项后，参与审批的任意上级汇总户不论是否是当前审批人都可以退回数据。  

【按级次审批】 

该审批流程的审批者必须为汇总户，被审者是所有能上报数据的报表户。下拉列表中共 4

项： 

无：不设置汇总户审批流程。 

由直接上级审批：审批流程只有一级，既报表户的直接上级。 

由全部上级审批：根报表户自身级次有关，审批流程从最下一级开始到顶级结束。 

自定义：由用户选择审批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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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与汇总控制】 

该设置是为了保证汇总数据的质量。 下拉列表中共 3 项：  

1.未通过审批的不汇总，给出提示信息（默认）  

2.未通过审批不参加汇总  

3.忽略审批信息执行汇总 

【审批与下载数据】 

使用客户端软件下载服务器上的数据时，使用到此属性。 

包括：只下载通过审批的数据、忽略审批信息、下载所有数据。 

3 删除任务 

（1）在某一任务名称前的方框中打勾选中该任务，现点击菜单【编辑|删除所选任务】或

者直接点击操作栏的 按钮。 

 

图 3-41 

（2）完成上述操作后，系统将会提示确认，如下图所示。 

 

图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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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点击“确定”即可将所选的任务删除。 

值得一提： 任务删除后，任务中的已上报数据也将被删除，请慎重。 

4 查看任务详细信息 

通过查看详情可以知道当前任务的保存路径、任务 id，也可直接定位到各报表所对应的数

据库表。 

在图 3-5 所示页面中点击某一任务，可查看任务的详细信息，例如点击“证券营业部监管

报表（新）”任务后，系统会将所有已经填报的报表期以列表的方式显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图 3-43 

页面中显示了最佳报表期和已填报报表期。 

点击菜单【查看|任务详情】，可查看任务的详细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3-44 

属性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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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显示任务的名称。 

类型：显示任务的报表类型，是年报、月报、周报还是实时报。 

 说明：对任务的说明。 

发布者：任务的发布者。 

任务组：任务所属的任务组的名称。 

任务目录：服务器所在机器上该任务文件夹的存放路径。 

任务包：任务的压缩包 NSK 文件的存放路径。 

任务 ID：任务的唯一标识。 

当前数据集：当前任务的数据集。 

报表数：该任务中所包含的报表数。 

报表详情：报表详情中列出了报表的标题、名字、数据表名、视图名、类型，点击相应的

数据表名或者视图名，可以直接进入到该表的 SQL 操作界面。 

代码组详情：列出了任务中代码组的名字、类型和数据表名，点击相应的数据表名，可以

直接进入到该表的 SQL 操作界面。 

任务菜单：配置各种用户打开页面时显示的菜单，分为以下几项： 

     bbhview.menu (汇总户页面菜单) 

     hzhplugin.menu（汇总户页面插件打开时的菜单） 

     jchplugin.menu （基层户页面插件打开时的菜单） 

     plugincontextmenu.menu（插件的右键菜单） 

     listbbqadmin.menu （管理员的报表期列表菜单） 

     listbbqjch.menu （基层户的报表期列表菜单） 

任务详情中列出了任务的名称、类型、所属任务组、任务中的报表数和报表名称等信息。 

在报表列表中，页面上列出了任务中的每一张表对应的数据库的表名。如上图中的数据表

“ZQYYB_X__XXB”表示是任务“ZQYYB”中的信息表对应的数据库表，其中“ZQYYB”任务标题

“证券营业部”拼音的声母。 

点击相应的数据库的表名，系统将在页面中显示数据表中的字段。 

5 锁定报表期数据 

汇总户可以对数据进行锁定和解锁，但是只能是对报表户逐期进行锁定或解锁，且无法锁

定根节点的数据；这些限制在管理员执行锁定时都不复存在，即管理员锁定和解锁报表期是对

任务中的所有数据进行锁定和解锁。 

系统管理员登陆服务器，打开任务组中的某个任务，选择需要锁定的报表期，点击编辑菜

javascript:dmgr('ZQYYB_X__XXB')
javascript:dmgr('ZQYYB_X__XXB')
javascript:dmgr('ZQYYB_X__X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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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如下图所示。 

 

图 3-45 

勾选锁定的报表期，点击图 3-45 中【编辑|锁定报表期】，如下图所示。 

 

图 3-46 

值得一提：锁定报表期让基层户只能查看数据，不能修改数据。 

任何人锁定的数据都能被管理员解锁，任何人加锁的数据也能被管理员加锁，加锁后信息

表的加锁人字段为 -- （跟报表户列表的顶级点一致），在汇总户浏览数据界面上，鼠标放在被

锁定的报表户旁边的锁上时，显示为"数据被管理员锁定"。 

6 删除报表数据 

在已填报报表期前的复选框中打勾选中此报表期，再点菜单【编辑|删除所选报表期】，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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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 

系统提示如下，点击“确定”可删除此报表期数据，如下图所示。 

 

图 3-48 

注意：删除后数据将不能恢复，请慎重！ 

7 备份和恢复数据 

备份和恢复功能可确保服务器数据的安全性。备份时可备份服务器上的报表任务（包括数

据），也可选择备份某期的上报数据。 

7.1 备份和恢复任务 

点击菜单【编辑｜备份任务[任务名称]】，可对当前任务的报表格式和数据进行备份，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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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9 

完成上述操作后，系统会提示，如下图所示。 

 

图 3-50 

点击“备份”，系统执行备份操作，并提示保存备份文件。 

恢复是备份的逆过程，点击菜单【编辑|恢复任务】，如下图所示。 

 

图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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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述操作后，系统弹出如下图对话框，要求用户选择备份文件。 

 

图 3-52 

点击“浏览”选择备份文件。再点击“恢复”系统即执行恢复操作，将任务恢复到服务器

的相应任务组中。 

7.2 备份和恢复所选报表期数据 

备份任务时是将任务中的所有报表期的数据和任务格式进行备份。同时系统也提供了将所

选定的报表期的数据进行备份的功能。 

在已填报报表期前的方框中打勾选中要备份数据的报表期，再点击菜单【编辑｜备份任务

[任务名称]所选报表期数据】，如下图所示。 

 

图 3-53 

完成上述操作后，系统会提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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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4 

点击“确定”，系统将备份所选定的报表期数据，并将备份数据下载到本地保存， 点击“保

存”并选择备份数据文件的保存路径后，就可将备份文件保存到您的计算机上。 

恢复报表期是备份报表期数据的逆过程，点击菜单【编辑｜恢复任务[任务名称]的报表期数

据】，如下图所示。 

 

图 3-55 

完成上述操作后，系统弹出如下图对话框，要求用户选择数据备份文件。 

 

图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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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浏览”按钮，找到保存的数据备份文件，再点击“恢复”就可将数据恢复到服务器

上。 

8 其他操作 

8.1 数据集 

所谓报表数据集，就是指报表任务的某个报表期中报表数据的集合。数据集分为舍位平衡

数据集、选择汇总数据集、同户数据集和普通数据集。相对于其它数据集，包含全部数据的报

表数据集合称为主数据集。 

数据集根据建立的途径可分为：自动生成的数据集和自行建立的数据集。在进行舍位平衡

和选择汇总操作时系统会自动生成舍位平衡数据集、选择汇总数据集。同户数据集和普通数据

集是由系统管理员建立的。 

管理数据集 

只有 admin 可以对数据集进行管理，在任务组界面，选中某个任务，点击 即

可进入数据集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3-57 

其中，主数据集是系统默认的，不需要手工添加，也不能进行删除。 

可以对数据集进行如下操作： 

查看数据集 

点击数据集 id，可以查看该数据集下报表和数据库表的映射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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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8 

新增数据集 

添加一个普通数据集操作如下： 

点击【新增|添加数据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3-59 

由于数据集是由数据集 id 唯一标示的，所以在输入数据集名称时请确保其拼音简称的唯一

性。点击绿色的确定按钮，后台将会在数据库中创建相应的数据库表。如下图所示。 

 

图 3-60 

新增同户数据集操作如下： 

点击【新增|添加同户数据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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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的任务中，对企业数据的宏观分析，应该在每期报表户数量一致的前提下进行；为此

提供了产生同户数据集的功能，对于指定的若干报表期，筛选出其报表户的交集------也就是这

些期都包含的报表户，组成一个单独的数据集，称为同户数据集，在这个同户集上产生的分析

结果就准确得多。与新增普通数据集不同的是，同户数据集在创建后会产生合法的数据。如下

图所示。 

 

图 3-62 

注意：将数据集从系统中删除，同时删除其相应的数据库表。 

复制到数据集 

若一个任务内的数据集太庞大，用户想要查看其中的某部分数据就很费时，这时可以采用

复制数据集进行查看。一般情况下，如果用户所需要的数据集只是整个数据的一小部分，要想

查看这一部分时，就可进行复制数据集的操作。具体操作如下： 

在已填报表期列表中勾选中某个报表期或多个报表期，点击菜单【主数据集|复制到】，出

现下拉菜单如下图所示。 

 

图 3-63 

下拉菜单中勾选一个或多个目的数据集后点击“确定”，出现弹出窗口如下图所示。 

 

图 3-64 

点击“确定”完成复制的操作。 

切换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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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报表户的数据复制到指定的数据集后，如需切换到相应数据集，点击 【主数据集|切换】

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勾选相应的数据集，即转到了相应的数据集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3-65 

8.2 公式、填报说明、日志查看 

公式浏览 

每一个任务，都会定义很多公式，查看所有的公式操作如下： 

菜单下面，点击【查看|公式浏览】，如下图所示。 

 

图 3-66 

打开“公式浏览”后，就会弹出公式浏览窗口，对公式的类型作了一个详细的分类，您可

以轻松准确的找到想要查看的公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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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7 

填报说明 

为了指导数据的填报，我们可以给每个任务设置一个填报说明，填报说明的设置需要在任

务设计时在设计系统中设置好。 

在服务器上查看填报说明操作如下： 

点击【查看|填报说明】，如下图所示。 

 

图 3-68 

完成上述操作后，系统将弹出填报说明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69 

任务日志 

任务组日志主要记录任务中的日志．比如上报、下载、锁定，任务属性的修改等信息。 

点击【查看|任务日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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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0 

系统将弹出任务日志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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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机构用户权限管理 

1 功能概述 

服务器管理员登陆服务器后，可以再增加其他的管理用户，并给其设置相应的操作权限。

服务器上的每一个用户都是属于某个机构的。机构是有上下级关系的；用户的上下级关系由机

构的上下级关系决定。 

管理员可以创建用户，并授权权限；如果服务器上有很多用户，管理员对每个用户进行权

限管理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要想让权限管理的工作更加简单有效，可以考虑使用角色。在 i

服务器上可以创建角色，给角色授权权限组合，然后将角色赋给机构或用户。更进一步地，服

务器还支持角色匹配公式定义，自动将角色成批赋予给满足条件的用户。 

2 操作说明 

点击 选项卡可以切换到机构与帐号管理页面进行用户与权限的管理，在

这里我们可以根据项目实际业务需求，添加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服务器用户。 

 

图 4- 1 

机构与账号管理的工作区划分成了三部分：左上部分显示的是组织机构列表。左下部分显

示的是所选定机构的用户列表。当某个机构被选定时，右边部分显示的是选定部门的相关信息，

当某个用户被选定时，右边部分显示的是选定用户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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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机构管理 

在 i@Report 服务器上的每一个用户都属于某个机构，服务器用户的上下级关系是由机构的

上下级关系决定的。在服务器上添加了机构后，然后在机构中添加用户，这样用户就具有了级

次关系。 

2.1.1 添加机构 

在图 4- 1 中点击【机构管理｜添加】或者直接点击 ，在右侧机构信息处填写上“机构

代码”、“机构名称”、“上级机构代码”等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图 4- 2 

2.1.2 删除机构 

如果要删除不需要的机构，可以在图 4- 2 所示页面中勾选一个机构，再点击菜单【机构管

理｜删除】，或者直接点击 进行删除，系统将弹出提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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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 

点击“确定”，将删除选定的机构。 

2.1.3 编辑机构信息 

机构添加成功后，如果要修改机构信息，可以在图 4- 2 所示页面中选中一个机构，进行修

改即可。 

 

图 4- 4 

在此对话框中可以修改机构的机构号、机构名称、上级机构号等。如果修改上级机构号，

将会改变机构的上下级关系。 

2.1.4 导出机构 

服务器已有的机构信息也可以导出到文本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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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出所有机构 

在图 4- 1 中组织机构列表中不选中任何机构时，点击菜单【机构管理｜导出到文本】，系统

将导出所有机构信息到文本文件中。 

 

图 4- 5 

(2) 导出指定机构及其下级机构 

在图 4- 1 中，选中某一机构，点击菜单【机构管理｜导出到文本】，系统将导出该机构及其

所有下属机构。 

 

图 4- 6 

2.1.5 从文本导入机构 

如果要添加的机构信息存在于一个文本文件中，则可以直接将文本文件中的机构信息导入。 

约定的格式说明：每行对应一个机构的所有信息，各信息间用 tab 键分隔，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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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7 

在图 4- 1 中，点击菜单【机构管理｜从文本导入】，即可从指定的文本文件中导入机构信息。 

 

图 4- 8 

● 导入前清空：表示导入文本文件中的机构信息前，先将服务器上已有的机构全部清空。 

● 覆盖已有部门：表示导入的文本文件中的机构如果存在于服务器上，则用文本文件中的

机构信息覆盖服务器上的机构信息，如果不存在于服务器上，则导入到服务器上。 

2.1.6 查找机构 

当服务器上的机构很多时，定位到某一个机构就不是那么方便了。系统提供了两种查找方

式，将满足查询条件的用户显示出来，方便定位。 

 快速搜索 

点击机构列表上方的快速搜索图标 ，可根据机构代码和名称快速查找机构。系统要求输

入查找条件，如下图所示： 

 

图 4- 9 

输入相应的查询条件，点击“确定”按钮，系统会将查找到的满足条件的机构，在页面中

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出来，同时机构列表的背景颜色将变成浅黄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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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0 

如果我们想退出查询界面，可以点击机构旁边的刷新按钮 。 

 高级搜索 

点击机构列表上方的高级搜索图标 ，将出现浅黄色背景的高级搜索界面，系统将机构

列表的部分字段列出，在其中输入查询条件，即可查找机构。如下图所示： 

 

图 4- 11 

输入相应的查询条件，点击 按钮，系统会将查找到满足条件的机构，在页面中以列表的

形式显示出来，同时机构列表的背景颜色将变成浅黄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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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2 

如果我们想退出查询界面，可以点击高级搜索旁边的 。 

注意：高级搜索支持扩展字段的搜索。 

2.1.7 机构权限 

系统允许为机构设置权限与角色，服务器用户继承所在机构的权限与角色，从而实现权限

与角色的批量化设置。 

机构上下级之间的权限与角色不具有继承关系，相互独立。用户要为机构指定权限与角色，

必须具备“分配权限”的权限。 

说明：授予“分配权限”的权限。详细请参见 2.3 权限解读和设置。 

 

图 4- 13 

具有分配权限的服务器用户或者管理员登陆系统，进入机构与帐号管理，选择要指定权限

与角色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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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4 

右侧显示机构信息、角色、权限三个标签页，切换到角色与权限标签页即可设置机构的角

色与权限（参考 2.3 权限解读和设置）。授予机构权限与角色后，该机构下的用户（上图中左

下角“帐号清单”中列出）将继承并拥有这些权限与角色。 

注意：机构权限与角色，仅可以被本部门的直接隶属用户所继承，下级机构的用户不会

拥有这些权限与角色。 

2.1.8 高级操作 

2.1.8.1 管理机构扩展字段  

i@Report 允许管理员自行扩展组织机构字段，服务器用户或报表户信息字段。  

在实际应用中，用户可能需要扩展机构管理的属性，比如增加机构人员规模，建立时间等，

此时可手动添加扩展字段来满足实际需求。 

在图 4- 1 中点击【机构管理｜管理机构扩展字段】，系统会切换到“机构列表扩展字段”界

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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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5 

如上图所示列出了所有的系统字段， 点击 按钮，弹出扩展字段添加界面。 

 

图 4- 16 

如果服务器上已经建立有【服务器代码组】存在，那么弹出扩展字段添加界面如下图所示，

多了一个“代码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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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7 

使用说明： 

● 代码组顶级节点定义的公式，返回值必须为字符型；缺省值的返回值必须与定义的字段类型

一致。 

数据库字段名：只能包含字母、数字、下划线，并且以字母开头，且不超过 16 个字符。 

页面显示文字：显示在页面中的提示信息。例如：机构号、机构代码等。 

字段类型：支持字符型、整型、浮点型和日期型。 

字段长度：必须大于 0，小于 250。 

代码组：可以选择服务器中存在的代码组，然后对其可进行其他设置，例如代码显示格式、

是否允许多选、是否仅显示叶子节点、顶点节点的设置等。 

显示顺序：输入整数，只能对添加的扩展字段进行排序，显示时按照该顺序进行显示。 

隐藏字段：勾选，则该字段进行隐藏；否则，不隐藏。 

允许编辑：勾选，则该字段可以进行编辑；否则，不可编辑。 

非空字段：勾选，则该字段不能为空；否则，可以为空。 

缺省值：默认值，支持系统函数和公式；如果设置为常量，需要使用引号将值引起来。 

● 机构和服务器用户的扩展字段，支持以@DP 打头的表达式，可以取当前机构的上级机构或

者服务器用户的所属机构的相应字段值。 

例如：扩展字段的“数据库字段名”为 XXX，那么引用该字段则需要定义为：@DP_XXX。 

机构表系统字段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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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_CAPTION C 机构名称 

@DP_PARENTID C 上级代码 

@DP_DESCRIPTION C 机构组织描述 

@DP_GOVERNOR C 主管人 

@DP_TEL C 电话 

@DP_ISJC L 是否基层单位 

@DP_ISENABLED L 是否启用 

● 报表户列表的扩展字段，支持以@UL 打头的表达式，值取当前报表户的上级的相应字段值： 

例如：扩展字段的“数据库字段名”为 XXX，那么引用该字段则需要定义为：@UL_XXX。 

报表户列表系统字段定义为： 

@UL_ID C 用户代码 

@UL_NAME C 机构名称 

@UL_BTYPE C 用户类型 

@UL_TEL1 C 电话 1 

@UL_TEL2 C 电话 2 

@UL_FAX C 传真 

@UL_EMAIL C 邮箱 

@UL_UPID C 上级代码 

@UL_OPTION C 其它 

● 当新增一个扩展字段时，如果公式中用到该字段，测试会报异常，因为此时该字段还未保存，

无法获得该字段信息，可先保存，再打开编辑界面进行公式检查。 

2.1.8.2 管理机构属性审核公式 

i@Report 允许管理员自行扩展组织机构字段，同时也允许用户对机构字段设置审核公式，

以控制机构信息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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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8 

点击上图中的 可以了解审核公式如何定义。如下图，审核公式中@DP_ENABLED 指的是

机构的启用状态。 

 

图 4- 19 

在添加机构的时候，如果该机构不是启动状态，而点击保存按钮时，则会提示。 

 

图 4- 20 

2.1.8.3 修复机构数据 

修复机构数据功能可以修复：缺少的字段，包括扩展字段、ISJC 字段、ENABLED 字段、

UPID1~UPID9 字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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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户管理 

我们知道，i@Report 系统中存在有三种用户：管理员、报表户、服务器用户。管理员和报

表户被系统默认赋予了相对固定的权限，下面我们将为您介绍服务器用户的管理和赋权。 

服务器用户可以兼具填报查看数据和维护管理服务器的能力。 报表户常以机构或公司名称

命名，而服务器用户多以具体的操作者姓名命名，将资源和权限灵活分配到个人，能高效有序

的管理整个系统。 

本小节将介绍用户的增删改、导入导出、查找及权限分配。 

2.2.1 添加用户 

用户是属于某个机构的，因此在添加用户时，应先选择机构。 

在机构列表中选中某个机构，再点击左下角“帐号清单”上的 ，在右侧输入添加的用户

的相关信息。 

 

图 4- 21 

帐号：输入新添加用户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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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称：设置新添加用户的名称。 

是否开启：如果不勾选，则此用户将无法登录服务器。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在“帐号清单”列表中可看到新添加的用户。 

 

图 4- 22 

同时，界面上显示出角色、权限、高级标签。 

在添加用户的时候，仅基本信息标签页显示，只有用户的基本信息保存之后，其它的标签

页才会显示出来。 

2.2.2 删除用户 

在机构用户列表中勾选一个或多个用户，再点击 ，将删除所选的帐号。 

 

图 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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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编辑用户信息 

在机构用户列表中选定某个用户，右侧显示此用户的基本信息，这时可以对用户信息进行

编辑，界面如图 4- 22。 

2.2.4 导出用户 

点击图 4- 1 下“导出为文本”子菜单，可将所辖机构下的所有用户导出到文

本文件。 

 

图 4- 24 

2.2.5 从文本导入用户 

点击图 4- 1 中 下“从文本导入”子菜单，可以将存在于文本文件中的用户信息

导入到系统中。 

约定的格式说明：每行对应一个帐号的所有信息，各信息间用 tab 键分隔，如下图所示。 

 

图 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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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6 

浏览：点击可以选择要导入的文件。 

“导入前清空”表示先删除机构下的所有用户，再导入新用户。 

“同时清空所有相关权限数据”在勾选了“导入前清空”后才可以对其进行勾选。 

“覆盖已有帐号”表示如果已存在相同 ID 的用户，则导入的用户信息将覆盖掉已存在的用

户信息。 

设置完成后，点击“导入”按钮可完成用户的导入操作。 

2.2.6 查找用户 

当服务器上的用户很多时，定位到某一个用户就不是那么方便了。系统提供了查找功能，

将满足查询条件的用户显示出来，方便定位。 

点击用户列表上方的图标 ，可查找用户。系统要求输入查找条件，如下图所示。 

 

图 4- 27 

输入相应的查询条件，点击“确定”按钮，系统会将查找到的满足条件的用户，在页面中

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出来，同时用户列表的背景颜色将变成浅黄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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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8 

2.2.7 用户权限 

选中某一账号后，点击帐号清单右侧“角色”或者“权限”标签，可以对该账户设置角色

与权限，如下图所示。（具体参考 2.3 权限解读和设置） 

 

图 4- 29 

点击上图中的“高级”标签，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4- 30 

上图展示了该用户拥有了哪些权限，并且可以将信息导出为 csv 格式。 

2.2.8 高级操作 

在图 4- 1 中点击【帐号管理｜管理帐号扩展字段】，系统会切换到“管理帐号扩展字段”界

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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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1 

其他的操作可以参考 2.1.8.1 章节，与机构管理中的扩展字段的操作是一致的。 

2.3 权限解读和设置 

2.3.1 设置服务器权限 

管理员或者有权限的服务器用户登录服务器，在左侧选择服务器用户，打开右侧服务器权

限标签页，选中“服务器”对其权限进行设置，如下图。 

 

图 4- 32 

服务器用户权限中各权限的作用如下： 

● 管理服务器：用户如果有此权限，则拥有了下面所有的权限。 

● 创建任务组：用户如果有此权限，则可以在服务器上新建任务组。 

● 查看日志：可查看系统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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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审批者：表示用户可以给报表单位添加审批对象。 

● 管理角色：只有具有该权限，才能进入角色管理页面和创建角色、修改和删除该角色、

为该角色添加子角色。 

● 查看全部代码组：具有该权限，可以查看到服务器代码组。 

● 管理全部代码组：只有具有该权限，才能将服务器上的代码组进行增删查等操作。 

2.3.2 设置机构（或用户）权限 

管理员或者有权限的服务器用户登录服务器，在左侧选择服务器用户，打开右侧权限标签

页，进行权限设置，机构与用户的权限设置如下图。 

 

图 4- 33 

 
图 4- 34 

各权限条目的含义如下： 

● 管理所有：只有具有该权限，才能进入机构（或用户）管理页面，进行创建、修改和删

除等操作。 

● 分配权限：只有具有该权限，才能将自己拥有的权限和角色，授予自己可以管理的其他

机构（或用户）。 

权限的特点 ： 



服务器管理员操作手册 

-83- 

1）权限仅可以被其直接隶属的机构（或用户）所继承。 

2）只有拥有分配权限的机构（或用户），才可以授予权限给其查看范围内的机构（或用户）。 

3）上下级之间的权限与角色相互独立，也没有任何权限范围控制关系。 

在相应的权限前的方框中打勾选中此权限后，点击“保存”按钮即给此机构（或用户）设

置了操作权限。 

2.3.3 设置填报权限 

管理员默认可管理服务器上的所有任务组和任务，而一般用户只有被给予了一定权限后才

能对任务组进行操作。 

设置任务填报权限前，首先需要设置用户可以访问哪些任务组。 

点击“填报权限”标签，切换到图 4- 35 所示的设置填报权限页面。 

 

图 4- 35 

上图中列出了服务器上的所有任务组。选择某一任务组，就可添加一个用户可管理该任务

组。如果要添加其他任务组的管理权限，可重复此操作。保存后，任务组的颜色会变成绿色。 

设置用户对任务组操作的权限主要有： 

● 访问任务组：设置用户是否能访问此任务组，若没有选中此项，则此用户登录后将不能

访问此任务组。 

● 管理任务组：这个权限项是任务组的最大范围的权限，除了一些仅为系统管理员可以使

用的功能外，可以在任务组内做任何操作包括发布任务、备份任务、管理全部报表户、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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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等。 

● 报表户管理：设置用户是否具有报表户管理功能，能否添加、删除报表户等。 

● 发布任务组：表示用户可以发布任务到该任务组下。 

上面介绍的是给用户授予任务组的管理等权限，任务权限与任务组权限大同小异。如下图

所示，没有“报表户管理”与“发布任务”。 

 
图 4- 36 

注意： 

● 管理任务组不能用来修复数据库包括任务组或任务的数据库、不能进入数据库管理界面执行

SQL，不能删除任务组本身，不能创建任务组。 

● 只有创建任务组的人，以及系统管理员可以删除任务组，仅具有管理任务组的权限不能删除

任务组。 

● 具有管理任务组的权限，点击任务后，将进入任务管理界面，而不是数据页面。 

● 既有管理任务组的权限，又有任务组中任务的填报权限的用户，点击任务可以进入数据填报

界面，点击 进入任务管理界面。 

在上图所示页面中，点击“数据填报”标签，系统显示如下图页面所示，表示当前用户登

录后，可以浏览和管理哪些填报单位填报的数据。 

 

图 4- 37 

系统提供两种方式对应报表户。 

（1）手动添加报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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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系统将在下拉框中树形显示的是该任务组下所有的报表户，可以勾选出报表户。

此方式优点是所见即所得。 

 

图 4- 38 

要设置此用户能填报哪些单位的数据，可在代码前的方框中打勾选中此单位，再点确定即

可。 

（2）公式匹配报表户 

点击 可以批量添加报表户，使用公式匹配报表户的优点是大幅减少界面上的操作次数。 

 

图 4- 39 

匹配表达式：可以为一个符合匹配公式或者匹配条件定义规则的表达式，表达式中可以使

用系统约定的公式变量。 

匹配公式：字符型公式，主要是根据当前服务器用户的属性值算出报表户用户。匹配公式

的结果是一批报表户代码和类型的罗列，中间用分号分隔； 

语法：支持的公式变量。特殊的语法内容： 中间用分号分隔，报表户 id 和报表户类型用

逗号分隔，^‘,0’ 表示基层户， ^‘,9’表示汇总户。 

匹配条件：逻辑型公式，从报表户中找出符合公式的报表户。适用于数量是未知的，有一

定规律的报表户。匹配条件是一个过滤表达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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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bbh_id, 2)=‘42’and @bbh_type=‘0’表示从报表户中找出所有以 42 开头的基层户。 

right(@bbh_name, 2)=‘银行’表示名字是以“银行”结尾的报表户。 

@bbh_upid='--' 表示所有的顶级汇总户。 

点击 可以获得此设置操作的说明，在公式中可使用如下变量： 

@userid：服务器用户 id  

@username：服务器用户名称  

@department：服务器用户所属的机构 id 

@user_XXX：服务器用户的扩展字段，XXX 为扩展字段名 

@dp_id：服务器用户所属的机构 id 

@dp_caption：服务器用户所属的机构名称 

@dp_parent：服务器用户所属的机构其上级机构 id 

@dp_XXX：服务器用户所属的机构的扩展字段，XXX 为扩展字段名 

@bbh_id：报表户 id 

@bbh_name：报表户名称 

@bbh_type：报表户类型 

@bbh_upid：上级代码 

@bbh_tel1：电话 1 

@bbh_tel2：电话 2 

@bbh_fax：传真 

@bbh_email：电子邮箱 

（3）报表访问权限 

在设置完报表户后，可以定义对该任务组下所有任务，以及任务里所有报表的权限。权限

的最小颗粒度是表元。报表户访问权限有四种：只读、读写、隐藏与详细权限。缺省情况会赋

予“全部任务只读”的权限。 

如果点击“全部任务读写”菜单，表示此用户能填报和修改所选定单位的数据。如果点击

“全部任务只读”菜单，则用户只能查看所选定单位的数据，而不能编辑修改数据。 

2.4 角色管理 

权限是指用户对系统某资源进行操作的权力。角色是多个相关权限的集合，可以给多个用

户授予相同的角色，也可以给一个用户分配多个角色；使用角色可以简化权限或权限组合的多

次分配，将一个用户的多次权限分配简化为授予一个角色即可。角色由管理员定义，可被具有

角色分配权限的服务器用户使用。 

管理员可以将角色授予用户。被授予角色的用户将拥有授予角色的全部权限。比如同一批

用户对同一任务有一组相同的权限，管理员可以将这一组权限授予一个角色，然后再将这个角

色分别授予这些用户。这样进行操作要比对每个用户分别授予具体的任务权限简单快捷。还有

一点很重要的是，如果要对这些用户的权限进行修改，只需要修改角色的权限即可，而不需要

去一次修改这批用户中每个用户的任务具体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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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4- 1 中点击左侧菜单项上的 ，工作区显示“角色管理”页面。 

 

图 4- 40 

从图中可以看到，页面分成了两部分。左边部分显示是的服务器中的角色列表。右边部分

显示角色信息。 

2.4.1 添加角色 

点击图 4- 41 中左上部分的图标 ，可以新增角色。 

 

图 4- 41 

在角色信息中输入新添加角色代码、角色名称等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可以依次

添加需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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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点 角色匹配公式：满足条件的一组用户将被自动授予角色的权限。 

添加角色后，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4- 42 

左侧为角色列表的树型显示，顶部有包括添加、删除按钮的工具条， 右侧显示的为选中角

色的角色信息与具体权限，可以进行修改。 

选中角色后，可以通过点击添加按钮，为该角色创建子角色；不选择任一角色，点击添加

按钮则是创建一个没有父角色的角色。 

选中角色后，可以通过点击删除按钮，删除该角色。如果该角色包含子角色，则需要先删

除所有子角色。 

特别说明： 

● 一个角色可以拥有多个子角色，一个子角色只有唯一的父角色。通过角色的这种上下级关系

实现对角色的分组管理。 

● 任何具有管理角色权限的服务器用户都可以创建角色，并允许对该角色进行修改、删除和添

加子角色。 

● 服务器用户不可以管理他人创建的角色，只有管理员有权管理所有的角色。 

● 服务器用户可以将自己拥有的（其他用户或者管理员授予的、继承自机构的）角色和自己创

建的角色赋予其他用户和机构。 

2.4.2 设置权限 

给角色设置权限是为了可以批量设置机构和用户的权限。 

在图 4- 42 中，选择某个角色，可以设置权限，方法与设置机构、用户的权限是一致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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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考 2.3 权限解读和设置。 

2.4.3 管理角色 

服务器已有的角色信息可以导出到文本文件中。服务器用户没有导入导出角色的权限，只

有管理员可以导入导出角色。 

在图 4- 42 中，点击菜单【管理｜导出为文本】，系统将角色信息导出到文本文件中。 

 

图 4- 43 

如果要添加的角色信息存在于一个文本文件中，则可以直接将文本文件中的角色信息导入。 

在图 4- 42 中，点击菜单【管理｜从文本导入】，可从指定的文本文件中导入角色信息。 

 

图 4- 44 

注意：导入后相同的角色会被覆盖掉，请慎重！ 

2.4.4 删除角色 

在角色列表中选择一个角色，再点击图标 可删除所选择的角色。如果该角色下存在子角

色，那么需要先删除子角色，再删除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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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5 

2.4.5 搜索角色 

点击 ，在弹出的对话框内输入代码或者名称，需输入代码或者名称的全称，点击

开始搜索角色，搜索结果显示在角色列表中。 

 

图 4- 46 

2.4.6 授权角色 

管理员可以创建角色，并授权权限，然后将角色赋给用户。 

授予服务器用户或者机构角色，必须具备分配权限和管理机构与用户的权限。 

进入组织机构与维护，选择要授予角色的机构或者服务器用户，打开右侧角色标签页，点

击添加按钮。 

 

图 4- 47 

此时弹出一个角色列表，登录者只能将自己权限范围内的角色再授权给其他机构或用户。 

机构或用户被授予一个角色以后，即拥有了该角色及其所有子角色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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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批量设置权限 

管理员可以将角色授予用户。被授予角色的用户将拥有此角色的全部权限。同时，服务器

支持批量进行角色匹配。 

在定义角色时，如果我们给该角色定义了匹配公式（关于如何定义匹配公式详见：2.3 权限

解读和设置），系统会根据角色匹配公式属性的设置，自动将角色授予公式匹配到的用户，整个

过程是系统自动完成的，不需要用户手工参与。 

● 一个角色没有设置匹配公式属性时，它不会被自动授予任何用户。 

● 角色自动匹配计算总是在后台异步进行的，当前台操作完成时并不意味着匹配已经完

成，可能还要稍等一会。 

● 任何手工的角色分配都将独立生效，不受自动匹配计算的影响。 

系统的自动匹配计算发生在以下场景： 

 

图 4- 48 

3 应用场景模拟 

3.1 给机构下用户赋予某角色 

需求：给某个机构下的所有用户分配查看日志的权限。 

第一步，建立查看日志的角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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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9 

第二步，选中机构“110110”，点击“角色”标签，将“查看日志”的角色赋予给该机构。

勾选角色“查看日志”，点击“确定”即可。 

 
图 4- 50 

第三步，机构下的用户可以直接继承赋予给机构“110110”的角色。如下图所示，该角色

是继承而来，不可以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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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1 

3.2 给用户设置报表的访问权限 

需求：给用户“李科长”设置任务组“NTSS 售后清册”中报表的访问权限。 

第一步，选中用户，然后选中任务，如下图所示。 

 

图 4- 52 

第二步，选中上图中的“数据填报”标签，然后点击下图中的 选择报表户，然后点击确

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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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3 

第三步，选中报表户，界面的右侧会显示该任务下的所有报表，然后可以将每张报表的访

问权限分别赋予给用户，如下图所示。 

 

图 4- 54 

注意：上图中的报表名称是报表的属性中的报表详细名称，如果没有设置报表详细名称，

则显示为报表代号。 

3.3 自动匹配角色公式 

需求：给满足一定规律的用户分配权限。例如，机构号都是“110”开头，用户名称包含“税

务局”字样等。 

第一步，创建角色，并设置匹配公式，如下图所示。 



服务器管理员操作手册 

-95- 

 

图 4- 55 

匹配公式@dp_id like ‘110%’指的是机构号是以 110 开头的用户。 

第二步，给该角色分配权限，如下图，给该角色分配管理“售后工作组”的权限。 

 

图 4- 56 

第三步，可以查看满足该条件的用户，被授予了该角色，如下图所示。该角色可以手动删

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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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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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审批流程 

【功能说明】 

审批流程顾名思义是一个核准、批示的过程，是对报表户上报数据的一个控制；此操作可

以检验报表户上报数据的合理性。其目的是对报表户的数据进行检查，检查过关批准后数据方

可正式上报。 

在通常的数据上报流程中，填报户在线填报数据后，经审核无误就可上报到服务器上。上

级汇总单位即可对上报的基层数据进行汇总。经过层层上报和汇总，最高级汇总单位即可收集

到所有下级单位的数据。 

如果此时设置了审批流程，情况将大不相同： 

基层填报户在线填报数据后，不是层层上报，而是必须经过审批用户的审批后才能上报。

如果数据在审批环节中没有通过任何一个审批环节的审批，填报户必须重新填报上报。只有经

过所有审批环节，数据才算合格。 

在审批流程中，如果数据在某一审批环节没有通过审批，需要退回给数据填报者，那么系

统会给出两种选项：数据退回和退回重审。选择数据退回，当数据填报者根据审批意见将数据

修改好并重新上报后，将继续由原退回者审批。即谁退回的数据重新上报后由谁继续审批。选

择退回重审，当数据填报者根据审批意见将数据修改好并重新上报后，将从头开始依次审批。 

图 5- 1 与图 5- 2 分别为数据退回和退回重审操作流程图。 

i@Report 报表服务器的审批流程一共有两大类：服务器用户审批和汇总户审批，其中服务

器用户审批又分为“基于任务组的审批流程”和“基于任务的审批流程”，而汇总户审批又叫做

按级次审批。可以灵活地满足用户不同的审批需求。 

基于任务组的审批流程：设置的审批流程将作用于该任务组下所有的任务；也就是说用户

填报任务组中的不同任务时，其数据都要经过相同的审批流程审批。该审批流程的审批者为服

务器用户，被审者是所有能上报数据的报表户。 

基于任务的审批流程：设置后此审批流程只作用于该任务，即可以对任务组中的每个任务

设置不同的审批流程，用户在填报任务组中的不同任务时，其数据是经过不同的审批流程审批

的。该审批流程的审批者为服务器用户，被审者是所有能上报数据的报表户。 

按级次审批：每个报表户都要审批，审批流程的顺序同报表户的上下级顺序一致。没有服

务器用户。该审批流程的审批者必须为汇总户，被审批者是所有能上报数据的报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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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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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 

1 基于任务组的审批流程 

服务器管理员或具有“添加审批者”权限的服务器用户可以添加审批用户账号并添加审批

者。下面我们将介绍添加具有审批权限的用户，填报户填报数据，审批用户审批数据的全过程。 

1.1 添加审批流程 

1.1.1 添加服务器用户 

切换到 页面，在“机构与账号管理”界面中新增一个机构，在该机

构下添加一个用户,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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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 

保存成功后，切换到“权限”选项卡，点击选中“服务器”节点，勾选“添加审批者”权

限，点击“保存”。具有“添加审批者”权限的服务器用户账号即创建成功。 

1.1.2 添加审批流程 

只有服务器管理员或具有“添加审批者”权限的服务器用户才能添加审批者。 

以帐号 admin 登录服务器，点击进入任务组“税调任务组”，点击菜单“编辑｜管理全部报

表户”。在“报表单位管理”页面中，在单位代码前复选框中打选中要添加审批流程的单位，

再点击菜单“审批｜添加审批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5- 4 

系统会将机构与账号管理中存在的机构在“机构”列表中列出，在“机构”列表中，点击

某一机构，“候选审批人”将列出此部门所属的服务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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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 

在上图中，从左边审批人列表中拖动或者双击候选审批人，即可加入审批流程。如下图所

示 ： 

 

图 5- 6 

在上图中点击 可以将该服务器用户添加到已选审批用户框，点击 按钮，可以调整

审批用户的审批顺序。 

注：审批的服务器用户是可以跨部门的，也就是说可以在不同的部门选择服务器用户加

入到审批流程去审核同一个任务组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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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查看审批流程 

审批流程添加完成后，在报表单位的名称后面将加上“查看审批流程”字样，表明此单位

已添加了审批流程。 

点击报表单位名称后面的“查看审批流程”字样，可以查看审批流程。 

 

图 5- 7 

在这个流程中，填报单位 4101007228002X5 在数据填报后，将依次由服务器用户 41010101、

41010001、41000001 审批。如果审批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用户没有审批通过数据，数据必须由填

报户重新填报。 

1.1.4 编辑审批流程 

在图 5- 4 中选择具有审批流程的报表户后点击菜单“编辑|删除审批流程”即可删除这一报

表户审批流程。 

 

图 5- 8 

1.1.5 删除审批流程 

在图 5- 4 中选择具有审批流程的报表户后点击菜单“编辑|删除审批流程”即可删除这一报

表户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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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9 

1.2 使用审批流程 

1.2.1 填报户填报数据 

在有审批流程的填报过程中，填报户填报数据时基本上与没有审批流程的填报过程一样。

主要区别在于：有审批流程时，填报户填报完数据，数据将进入审批环节。前一个审批用户审

批通过后，再由下一个审批用户审批。在审批环节中，填报户可以查看审批意见，但不能修改

数据。 

数据进入审批状态后，如果填报户登录到任务组时，将可以看到数据现在由哪一个审批用

户审批。点击某一报表期后的“流程审批意见”，可以查看审批户的审批意见。 

1.2.2 审批用户审批数据 

审批用户登录服务器后，页面显示可访问的任务组，如果当前任务组中有等待审批的报表

户，那么该任务组后面会有如下图所示“等待审批”四个字样。 

 

图 5- 10 

点击任务组，页面中列出任务组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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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1 

点击需要审批数据的任务，页面中列出了当前期需要当前审批户审批的报表户，如下图所

示： 

 

图 5- 12 

上图中列出是当前期需要当前用户审批的填报单位。 

点击上图所示界面中等待审批户，系统将在右边窗口中打开任务中的报表，并显示出报表

中的数据。 

 

图 5- 13 

点击菜单 ，系统弹出对话框，要求审批用户审批。 

 



服务器管理员操作手册 

-105- 

图 5- 14 

此界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为信息栏，分别列出了当前审批流程状态和历史审批意见。 

下面为输入框和按钮，可以输入当前审批意见，并选择 和 按钮。 

如果当前登陆者无权"通过"和"退回"时，下面的输入框和按钮会隐藏起来，此时只能查看，

不允许进行操作。只有满足如下条件之一时才能进行操作：1、等待当前用户审批 2、当前用户

是终审。 

如果要使当前数据通过审批，点击 ，系统将提示： 

 

图 5- 15 

点击“关闭”按钮即可，数据通过审批后，将进入下一审批环节，由下一环节的用户审批。 

如果退回当前数据，点击 按钮，系统将提示： 

 

图 5- 16 

点击“确定”按钮，则当前数据将不能通过审批，且数据将被退回填报人，同时该户数据

将被置为填报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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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7 

1.2.3 审批与汇总控制 

填报户填报的数据进入审批流程后，用户可以设置是否参与汇总。服务器管理员登录服务

器后，在任务属性中可以设置审批数据与汇总的关系。 

 

图 5- 18 

任务属性中的“审批与汇总控制”有三个选项，其含义分别如下： 

● 未通过审批的不汇总，给出提示信息：即数据在审批环节中，还没有全部通过审批，汇

总户在汇总数据时，系统将给出提示，同时汇总过程中止。 

● 未通过审批的不参加汇总：即汇总户在汇总数据时，未通过审批的数据不参加汇总，汇

总过程不会中止。 

● 忽略审批信息，执行汇总：即无论数据数据是否在审批环节中，汇总时都汇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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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汇总数据 

汇总户登录任务组后，在汇总某一任务的某一期数据时，如果任务属性的“审批与汇总控

制”设置为“未通过审批的不汇总，给出提示信息”，在执行汇总后，系统将提示如下，同时汇

总过程中止。 

 

图 5- 19 

如果设置为“未通过审批的不参加汇总”，则汇总过程可以正常进入，但未通过审批的数据

将不会被汇总。 

如果设置为“忽略审批信息，执行汇总”，则无论数据数据是否在审批环节中，汇总时将全

部汇总在一起。 

1.3 多人审批 

【功能说明】 

我们知道，审批流程由一组审批环节按照先后顺序组成，那么一个审批环节可以包括一个

或者多个审批用户参与审批。 

【操作说明】 

在审批流程设置时，框选某两个审批环节，顶部将出现“合并审批环节”字样，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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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 

点击“合并审批流程”后，可将两个审批环节进行合并，即一个审批环节有两个审批者共

同审批，合并后效果如下： 

 

图 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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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个审批环节由两个审批者共同审批，那么这两个审批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选中该审批环节，点击 按钮，可以设置两个审批者之间的关系。“与”表示此环节

必须所有审批用户均审批通过才能通过该审批环节，即审批者 41010001 和 41010002 必须都审

批通过才能进入下一个审批环节，“或”表示此环节中只要任意一个人审批通过则此环节审批通

过，即审批者 41010001 或者是 41010002 中任意一人通过审批则审批通过。 

【友情提示】 

同一个审批环节中的多个服务器用户没有先后顺序。 

2 基于任务的审批流程 

【功能说明】 

任务的审批流程是区别于任务组审批流程的，例如：某任务组中有 3 个任务，一共有 10 个

报表户，那么每个任务中最多可以设计出 10 种审批流程，这个任务组中最多可以设计出 30 个

不同的审批流程。在"新增"和"编辑"审批流程时，可以对任务进行多选。 

【操作步骤】 

基于任务的审批流程基本操作与基于任务组的审批流程一致，下面仅介绍其操作入口，关

于具体的添加审批流程和使用审批流程请参考【1 基于任务组的审批流程】。 

点击进去某个任务组，选中需要添加审批流程的任务，点击“审批流程|新增”，如下图所

示： 

 

图 5- 22 

点击新增按钮后，会出现如下图所示设置参加审批流程的报表户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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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3 

【友情提示】 

所有的报表户：选择此项表示该任务下所有的报表户都参加审批。但是不同于在下面全选

的情况。比如：在将来如果新增了一个报表户，那么新增的用户也处于审批流程中。而在下面

全选时，新增的用户就不在审批流程中了。 

2.1 条件审批 

2.1.1 条件审批适用场景 

条件审批主要用于任务审批中，通过对每个审批用户设置审批条件，实现满足条件的数据

由特定人员进行审批的解决方案。 

条件审批是针对任务的审批流程中，通过对每个审批用户设置【审批条件】，实现满足条件

的数据由特定人员进行审批的解决方案。 

2.1.2 数据退回与条件审批 

数据退回再次上报后仍由退回数据的审批户审批，该审批户审批后计算下一个满足审批条

件的审批户。 

2.1.3 退回重审与条件审批 

退回重审再次上报后审批流程重新开始，从审批流程的第一户开始依次判断每一个审批户

是否满足其设置的审批条件，并交由查找到的第一个满足条件的审批户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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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条件审批操作说明 

条件审批是任务审批流程的一个部分，主要是在创建和修改任务审批流程过程中设置审批

条件的表达式。 

以管理员或者具有添加审批者的服务器用户登陆系统，进入某一任务组的任务列表界面，

通过菜单栏为指定的任务添加审批流程，在设置审批户界面中，选中某一个审批环节，点击

按钮：   

 

图 5- 24 

【审批条件】 

审批条件为一个逻辑型 Boolean 表达式，当数据上报时，依次计算每级审批用户的审批条

件： 

1. 若某级审批用户的审批条件为 false 则继续判断下一级审批用户，若为 true 则由该户审

批。 

2. 若所有审批用户的审批条件都为 false,则审批流程自动结束完成，通过审批。 

3. 若某级审批用户的审批条件不存在(没有设置)，则计为 true 由该户审批。 

4. 低层审批户审批以后，才会根据审批条件计算下一个审批户，如果下一个审批户不存在

或者没有满足审批条件的审批户，则审批流程结束。该审批户从而成为终审户。  

初审户和终审户不再分别是审批流程中的第一户和最后一户，而是审批流程中的满足条件

的第一户和最后一户。 

3 按级次审批 

【适合场景】 

有这样一种情况：每个报表户都要审批，审批流程的顺序同报表户的上下级顺序一致。这

时，我们需要用到级次审批，也就是层层审批。在级次审批中，可以没有服务器用户。级次审

批的审批者必须为汇总户，被审者是所有能上报数据的报表户。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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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定义审批流程 

使用 admin 登录服务器，进入任务“属性”界面，选择按级次审批，如下图所示： 

 

图 5- 25 

属性说明： 

●无：不设置按级次审批流程。 

●由直接上级审批：审批流程只有一级，既报表户的直接上级。 

●由全部上级审批：根报表户自身级次有关，审批流程从最下一级开始到顶级结束。 

●自定义：由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审批级次。 

3.2 自定义审批流程 

如需设置为"自定义"审批流程时，建议先到"任务组管理” >>”编辑|报表户管理">>"管理

报表户属性">>修改报表户列表中报表户上级 id 字段的描述。如图： 

 

图 5- 26 

如下图所示，为设置按照“县区-市-省-国家”进行审批的情形： 



服务器管理员操作手册 

-113- 

 

图 5- 27 

3.3 报表户自动继承上级的审批流程 

【适合场景】 

报表户并不在用户列表中，只存在于信息表中。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有三种： 

1、因为数据是导入的； 

2、报表户被删除掉了； 

3、已知部分上级汇总户，但是下级填报户的数量未知。例如：一个船厂未来有多少项目，

一个集团下面有几个分公司。这时可以先给已知的汇总户设置一个审批流程，下级录入的报表

户将继承上级的审批流程。  

【操作说明】 

第一步：更改任务属性 

 

图 5- 28 

第二步：勾选 "报表户自动继承上级的审批流程" 

 

图 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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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给汇总户设置一个审批流程 

具体操作详见 2. 基于任务的审批流程。 

 

图 5- 30 

注意：继承关系是有顺序的，先看自身是否有审批流程，再一层一层往上找，直到找

到审批流程为止。 

3.4 允许审批汇总户 

在级次审批中，系统默认级次审批只审批基层户，不审批汇总户。要使得汇总户也参与审

批流程，可勾选此选项。 

汇总户数据退回后，将对该汇总户解锁，并置为未上报状态，同时将该汇总户已锁定的下

级单位的锁定者字段变更为该汇总户。 

3.5 允许任意上级汇总户退回数据 

此功能只存在于级次审批中，系统默认只有当前审批人和终审人可以退回报表户数据，增

加此选项后，参与审批的任意上级汇总户不论是否是当前审批人都可以退回数据 

4 审批流程对比 

【实例分析】 

企业 1、2、3、4 都是基层户，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专管员都是汇总户。企业 1 隶

属于湖北省，企业 2 隶属于武汉市，企业 3 隶属于武昌区，企业 4 属于专管员 1 的范畴。 

任务流程设置  企业 1  企业 2  企业 3  企业 4  

直接上级审批  湖北省  武汉市  武昌区  专管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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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上级审批  湖北省  武汉市>湖北省  武昌区>武汉市>湖北省  专管员 1>武昌区>武汉市>湖北省  

专管员  空  空  空  专管员 1  

专管员>县区  空  空  武昌区  专管员 1>武昌区  

专管员>县区>

地市  

空  武汉市  武昌区>武汉市  专管员 1>武昌区>武汉市  

县区>地市  空  武汉市  武昌区>武汉市  武昌区>武汉市  

地市>省  湖北省  武汉市>湖北省  武汉市>湖北省  武汉市>湖北省  

当同一报表户参加多个审批流程时，优先级次为：按级次审批流程 > 任务审批流程 > 任

务组审批流程。 

审批流程只对尚未上报数据的报表户起作用，对于已经上报数据的报表户，是不会自动添

加到审批流程中。即先上报某报表户的数据，再给此报表户添加审批者，审批流程是不会生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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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服务器管理 

【功能说明】 

服务器管理是提供给系统管理员用户使用的，主要用来查看、管理服务器各种资源，在系

统中提供了查看服务器信息、重新注册产品、设置工作目录等各项功能。 

除此之外，管理员还可修改服务器管理员登录用户名和密码、上传报表精灵和在线填报插

件等。 

以服务器管理员用户身份登录后，点击右上角的 ，进入服务器属性设置页

面，如下图： 

 

图 6- 1 

1 服务器信息 

【功能说明】 

主要用来查看产品、服务器内存、数据库环境、操作系统环境变量和 JAVA 环境变量。系统

管理员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系统问题分析、诊断。 

【操作说明】 

点击上图中的 ，系统弹出相关信息，如下： 

顶部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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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品信息 

通过产品信息可以知道当前服务器版本的创建时间及版本号等重要信息。如下图： 

 

图 6- 2 

1.2 内存信息 

可以看到分配给 JAVA 虚拟机的最大可用内存(Xmx)，当前已分配的内存，已使用内存及可

用内存。 

 

图 6- 3 

【友情提示】 

当发现已分配内存接近最大内存，且可用内存也较少时，我们可以尝试点击【释放内存】

按钮，强制服务器释放不用的内存。 

此功能建议不要频繁使用，因为内存回收是比较耗时的操作，频繁点击会使服务器性能下

降。 

1.3 服务器信息 

从此处可以看到服务器启动时间，服务器访问地址，服务器工作目录与服务器部署时获取

工作目录的方式，插件下载地址，任务组书，任务数及报表数。 



服务器管理员操作手册 

-118- 

 

图 6- 4 

点击“服务器地址”可以直接打开服务器首页。 

点击“插件下载地址”可以直接下载插件。 

点击【上传】按钮，可以直接上传插件。 

1.4 数据库信息 

可以查看数据库类型、连接信息等。 

 

图 6- 5 

【友情提示】 

管理员可以通过数据库连接数了解目前数据库的负载情况。如果“活动数据库连接数”接

近“数据库最大连接数”且“空余数据库连接数”较少时，表明数据库负载很大。 

1.5 操作系统环境变量 

列出了当前操作系统的所有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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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 

1.6 JAVA 环境变量 

列出了当前 JAVA 虚拟机的所有环境变量。 

 

图 6- 7 

2 集群资源信息 

【功能说明】 

用于查看集群节点及集群下各节点的同步资源信息。 

【操作说明】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服务器，进入服务器管理界面，选择 ，系统显示该

集群下所有节点 Hash 值表格， 

javascript:syncre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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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8 

系统将列出所在服务器节点与指定节点资源比较情况明细。（注：灰色"比较"是当前节点，

当前节点不能和自己比较）。结果： 表示该资源 Hash 值不同。  表示该资源 Hash 值相同。

如果 Hash 值不同，说明该资源没有同步。（注：如果有任何一个资源 Hash 值不同，那么"服务

器"的 Hash 值一定不相同）。 

很多时候，服务器资源可能非常多（，逐个比较不容易找出差异点；点击"比较"菜单下的"

只显示不同资源"，则只显示不同的部分，不同的 Hash 值红色显示。如下图 

 

图 6- 9 

 

图 6- 10 

3 重新注册产品 

【功能说明】 

用于重新注册 i@report 通用报表平台产品服务器。 



服务器管理员操作手册 

-121- 

3.1 什么情况下需要重新注册？ 

第一种情况：注册码过期。 

第二种情况：我们在注册报表服务器时，服务器上能建立的最大任务组数、能发布的最大

任务数、最大的报表单位数量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希望申请更改服务器的最大任务组数、最

大任务数、最大报表单位数，可通过重新注册服务器来更改。 

3.2 如何重新注册？ 

方法一： 

如注册码过期，系统会弹出如下界面。 

 

图 6- 11 

我们可将界面上显示的机器码发送给本公司注册人员，注册人员对机器码进行注册后会将

相应的注册码返还，我们再将新的注册码粘贴到文本框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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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2 

方法二：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进入“服务器管理/重新注册产品”界面，即将弹出重新注册申请界面，

可获得特征码，重新进行注册。详细操作说明，详见【第四步：注册 i@Report 服务器】。 

方法三： 

访问 i/setup/initserver.do?cmd=license&op=2 页面，弹出重新注册申请界面，可获得特征码； 

方法四： 

服务器 conf 目录下的 regcode.dat 删掉（如：C:\i-report-server-esen\Tomcat\webpages\i-report

-server-root\conf），重启服务，即可重新注册； 

4 I 与 BI 单点登录 

【功能说明】 

通过此功能可实现进入 i@Report 或 BI@Report 页面时自动登录。 

【操作说明】 

配置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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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3 

启用和 BI@Report 间的单点登录：勾选则开启，不勾选则关闭单点登录。 

主系统：使 i@Report 服务器作为 SSO 的主系统。用户只需要登录 I，之后进入 BI 页面会

自动登录。 

辅系统：使 i@Report 服务器作为 SSO 的辅系统。 

BI@Report 系统根路径： 指定 BI 的服务器根路径。例如：http://192.168.1.32:8080/bi 

【友情提示】 

配置完成，需要"保存"才会生效，无需要重启服务器。 

5 服务器属性 

【功能说明】 

通过此功能可查看和修改服务器属性。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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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4 

如上图所示操作界面，修改服务器属性。已做修改的属性，系统将以高亮显示，点击【保

存】按钮保存修改。 

点击【添加】按钮，系统将弹出如下图所示界面： 

 

图 6- 15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 

在图 6.4-1 中勾选需要删除的属性，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将属性删除。 

6 服务器首页 

【功能说明】 

通过此功能可设置服务器访问的主页面、登录页面。 

【操作说明】 

服务器默认的首页文件是 http://…/i/main.jsp。我们也可以更改服务器主页面设置。 

点击 按钮，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设置服务器访问的主页面和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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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6 

主页面：即默认的服务器首页。 

在通常情况下，服务器的主页面是 main.jsp，即登录到报表中心页面。 

本系统提供了 wtap 的主页面和登录页面设置，具体设置和效果如下： 

如果将主页面设置为：index.jsp，则在 IE 地址栏中输入服务器地址后，将直接显示如下界

面： 

 

图 6- 17 

登录页面：如果登录页面设置为：oem/wtap/login.jsp，则在 IE 地址栏中输入服务器地址后，

将直接显示如下界面： 

 

图 6- 18 

在登录时选择任务组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将直接登录到所选择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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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产品属性设置 

【功能说明】 

可以用来设置产品名称、网址、电邮、电话、传真等属性。 

【操作说明】 

 

图 6- 19 

如上图，在文本框中可依次输入设置网上直报平台的产品名称等信息，点击【确定】按钮，

确认和保存设置。 

【友情提示】 

如涉及到 OEM 的用户，可以在此修改版权属性设置。 

8 汇总户页面设置 

【功能说明】 

可以设置汇总户界面切换户，数据未提交时的信息提示以及上报数据时执行的操作。 

【操作说明】 

操作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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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 

例如：在提示信息框中输入，“您修改的%name%(%id%)数据尚未保存，是否自动保

存”，%name%会替换为当前修改户的名称，%id%会替换为当前修改户的 ID。 

9 界面风格设置 

【功能说明】 

可以用来设置和修改顶部标题、产品名称图像、公司名称图片、背景图、安装插件图片、

公司 LOGO 等图片或文字信息。 

【操作说明】 

点击 按钮，可设置服务器界面的风格。如下图： 

 

图 6- 21 

如果用户设置了顶部图象，并将图象上传到服务器目录中，则可以设置顶部图象路径、宽

度和高度。还可以设置顶部标题，见（图 6.0-1）所示。 

10 服务器邮箱 

【功能说明】 

     服务器邮箱平台参数设置。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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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2 

在上图中，输入相关设置后，点击【保存】按钮，完成设置。 

11 资源管理器 

【功能说明】 

资源管理器提供了查看服务器文件目录和修改上传文件等基本功能。通过此功能可以上传

一些工作目录文件并进行管理，如：重新编辑和上传自定义的配置文件。 

【操作说明】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服务器，进入服务器管理界面，选择 系统显示如下界

面： 

 

图 6- 23 

选择某一文件后，可以进行编辑，也可上传其他文件。 

11.1 浏览 

默认显示的是服务器工作目录文件夹的根目录。点击根目录文件夹进入子菜单，显示文件

夹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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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4 

11.2 文件操作 

在如下界面中可以创建、删除文件（目录）和修改文件（目录）名，更名和修改操作需要

先勾选相关的文件或者文件夹： 

 

图 6- 25 

点击【添加文件夹】： 

 

图 6- 26 

在输入框中输入文件夹目录名称，确认输入无误后单击【保存】完成创建文件夹，点击【取

消】放弃创建文件夹。 

点击【添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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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7 

在输入框中输入文件名称和内容，确认输入无误后单击【保存】完成创建文件，点击【取

消】放弃创建文件。 

11.3 上传&下载  

(1) 上传 

点击菜单项【上传】弹出上传输入窗口： 

 

图 6- 28 

(2) 下载 

一次性最多可以选择 7 个文件同时上传，选择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即可。 

首先勾选要下载的文件和文件夹，然后点击菜单项【下载】弹出下载输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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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9 

确定后开始下载。 

12 服务器 JDBC 设置 

通过服务器 JDBC 设置功能可以查看当前系统的数据库连接配置，也可以修改当前设置，使

得整个填报平台的数据库连接迁移到新的数据库上。 

出现如下数据库连接对话框，列出了当前平台数据库连接的各参数配置： 

 

图 6- 30 

选择不同的数据库类型，系统会自动提示出默认的数据库驱动和数据库 url 连接串，您可以

在其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左下角的测试按钮，可进行数据

库连接测试；点击右下方的确定可保存当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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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JDBC 数据库连接参数的说明 

这里特别为您列出上述各数据库连接属性的作用，供您参考： 

 数据库类型：目前内置了 Oracle、MySql、sqlserver、db2、sybase，如非以上数据库，

可选择其他数据库，并将 jdbc 的驱动添加到应用路径之中； 

 数据库驱动：数据库驱动类名； 

 数据库 url：数据库连接串；(注意：里面的 URL 是不需要转义符的) 

 用户名：数据库连接帐号； 

 密码：数据库帐号密码； 

 最大活动连接数：数据库连接池的最大连接数，此参数决定了系统中有多少个数据库

连接同时打开，并执行数据库操作； 

 最小空闲连接数：最小空闲连接数是指连接池保留的空闲连接数的最小值；当有空闲

连接被客户端请求使用时，连接池会作同样检查，如果实际空闲连接数小于此参数，

将建立新的数据库连接，以保证有足够的空闲连接供客户调用； 

 最大等待时间：数据库连接超时时间，当有客户端申请连接时，如果没有空闲连接可

供使用，则超过此时间后系统会向客户端返回“无法连接数据库”的信息，此次申请数

据库连接的操作将失败； 

 日志类型：调试开关，为 true 时将在控制台打出所有执行的 SQL 语句，一般情况下设

置 ERR 就可以了，在进行错误排除时可选择 Debug。具体选项有： 

 DEBUG 

 INFO 

 WARN 

 ERROR 

 FATAL 

12.2 配置文件 jdbc.conf 

服务器 JDBC 设置上显示的配置和系统平台根目录上的 jdbc.conf 中的设置是一致的，当在

此处修改了配置参数并保存后，jdbc.conf 中的配置也会被及时更新。Jdbc.conf 的具体位置和设

置内容请参考系统实施部署的相关文档。 

文件格式说明： 

#指定数据库的字符集，对于 MySql 一般是 iso-8859-1，其它数据库可不设 

characterEncoding= 

#连接数据库的地址，不同的数据库类型，写法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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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jdbc\:oracle\:thin\:@xxx.xxx.xxx.xxx\:1521\:ORCL 

#第三方 JNDI 连接池名字 

datasource3= 

#最大活动连接数 

maxActive=120 

#JDBC 驱动名 

driverClassName=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最长等待创建新连接的时间，单位是秒 

maxWait=15000 

#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 

username=USERNAME 

#最小空闲连接数 

minIdle=5 

#默认是否自动提交事务，默认值最好设置为 true 

defaultAutoCommit=true 

#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密码 

password=PASSWORD 

#旧的调试参数，原 isDebug=true 相当于 WARN, false 相当于 ERROR 

#isDebug=true 

#新的调试参数,参数分别为 DEBUG, INFO, WARN, ERROR, FATAL,也可以分别用数字 0,1,2,3,4

代替， DEBUG（0）级为最高级别，可以在控制台打印所有 SQL 信息。 

logLevel=DEBUG 

若修改服务器 JDBC 连接配置保存生效后，系统平台上所有的数据读写都会重新连接到新的

数据库上，但之前已经产生的数据表和数据并不会自动进行迁移。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宜随

意修改服务器的 JDBC 连接配置，以免造成先前报表数据的丢失和系统的不完整。若确需迁移的，

请务必先确认先前数据连接中的数据无关紧要，或者已正确备份并恢复到新的连接中。 

请参考服务器实施部署中 jdbc.conf 的配置。 

13 数据库管理 

【功能说明】 

该功能界面提供了数据表管理、修复数据库、服务器体检，三大模块；其中数据表管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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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查找定位表、表结构管理、表数据查询、表数据维护、表数据导出与表数据导入六大操作。

数据库管理的主要操作对象是数据库工程师，操作人员需要具有一定数据库基础，且该操作具

有不可逆性，请数据库工程师操作一定慎重。 

【操作入口】 

用管理员身份登录服务器后，切换到标签页， ，点

击菜单【数据库管理】，进入数据库管理界面；界面列出数据库与数据源的信息，系统默认树形

显示界面，树形显示的时候对某些表进行了特殊处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6- 31 

上图【树形显示】界面中，系统列出服务器所有的信息： 

【VFS 资源】，显示 VFS 文件系统表； 

【组织机构与用户】，显示机构表与用户表； 

【任务组】，显示各个任务组，任务组中显示该任务组的报表户列表和任务组中各任务主数

据集与代码组对应的数据表； 

【消息】，显示催报日志、消息记录表和收信人列表； 

【公告和 BBS】，显示公告数据表；BBS 的主题表、BBS 的回复表与 BBS 的附件表； 

【日志】，显示数据日志表与系统入职表； 

【角色与权限】，显示角色表、权限表与角色权限关联表； 

【审批流程】，显示审批流程的数据表； 

【数据库代码组】，显示代码组申请表与计量单位表； 

【其他】，其他一些信息的数据表。 

【友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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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任务组属性中有报表户列表的数据表链接，点击该链接，即可快速进入数据库管理中

对该数据表的查询管理界面； 

(2) 在菜单【数据集管理 | 主数据集】显示有任务中每张报表对应的后台数据表名，点击

数据库表名，即可快速进入该数据表的数据库管理界面； 

(3) 进入任务组的某个任务中，点击菜单【编辑 | 任务『XXX』详情】，点击任务的表名或

视图名，自动打开该表的查询，进入数据库的管理界面。 

13.1 数据表管理 

数据表管理提供了查找定位表、表结构管理、表数据查询、表数据维护、表数据导出、表

数据导入等六大功能。  

13.1.1 查找定位表 

在图 6- 32界面左边【树形显示】中，可以根据任务组中任务，定位对应的主数据集节点

下的数据库表； 

 

图 6- 32 

还可以根据【列表显示】中显示的数据库表名进行定位数据库表，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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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3 

在【列表显示】查询数据库表，可以根据“模糊查询”来查询数据库表，例如输入 DIM，

查找的结果是%DIM%，即包含关键字 DIM 的所有数据库表，如果根据“模糊查询”查询的数据

表大于 200 张，会显示如下图： 

 
图 6- 34 

输入更加精确的关键字，就可以查询需要的数据库表，输入“DIM_B”，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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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5 

13.1.2 表结构管理 

13.1.2.1 数据表结构管理 

将鼠标移动到某数据表表名上，点击菜单【工具 | 查看表结构】，或点击右键菜单【查看

表结构】，或者点击按钮 ；即可进入该数据表结构查看界面，系统会列出当前数据表的字段

名、字段类型、是否可以为空等信息，如图 6- 36 这里表结构界面是调用通用的表结构管理界

面。 

 

图 6- 36 

在图 6- 36 界面上，可以用菜单【增加】【删除】【修改】管理数据库表结构。在点击菜单【修

改】，会提示修改字段信息对话框，提示是否修改表字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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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7 

在图 6- 36 界面点击菜单【添加】，会提示添加字段对话框，提示是否添加表字段，如下图

所示： 

 

图 6- 38 

在图 6- 36 界面勾选字段，点击菜单【删除】，会提示删除对话框，提示是否删除表字段，

点击“确定”，删除字段。 

 

图 6- 39 

【友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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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通用表结构代表字段：BBQ_代表报表期；USERID_代表用户名；BRYPE_代表是否基

层；USERNAME _用户姓名；UPID_代表上级机构。 

13.1.2.2 特殊表结构管理 

在图 6- 36 界面是调用通用的表结构管理界面，有一些特殊表的表结构管理界面与通用的表

结构管理界面不同，系统有三种特殊的表，分别是机构表、用户表与报表户列表；查询这些特

殊表的表结构，系统会列出特殊表的字段名、字段性质、字段描述、字段类型、字段长度、是

否可以为空等等。 

机构表：选中机构表点击右键菜单【查看表结构】，弹出机构扩展字段管理界面，如下图所

示： 

 

图 6- 40 

上图 8 个字段是系统字段，无法删除，无法改变顺序，并且全部显示在扩展字段前面。 

在图 6- 40 界面点击菜单【添加】，会提示“添加机构扩展字段”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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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顺序”表示改扩展字段在所有扩展字段中的顺序，“隐藏字段”表示非管理员用户登

录后在报表户信息里是否隐藏该字段（但管理员是可见的），“允许编辑”表示该扩展字段是否

允许非管理员用户编辑，点击“确定后添加扩展字段”。 

注意：代码组设置选项需要在“代码组管理”中上传了代码组的情况下才可见。：  

在图 6- 40 界面点击菜单【修改】，会提示修改字段对话框，提示是否修改表字段，对于系

统字段，只能修改其字段描述、是否隐藏字段以及是否允许编辑，修改“系统字段”如下图所

示： 

 

图 6- 42 

在图 6- 40 界面点击菜单【修改】，修改“扩展字段”如下图所示： 

 
图 6- 43 

在图 6- 40 界面上勾选扩展字段，点击菜单【删除】，会提示删除对话框，提示是否删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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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点击“确定”删除所选字段，如下图所示： 

 

图 6- 44 

用户表：选中用户表点击右键菜单【查看表结构】，调用了用户扩展字段管理界面，如下图： 

 

图 6- 45 

上图 11 个字段是系统字段，无法删除，无法改变顺序，并且全部显示在扩展字段前面。 

在图 6- 45 界面点击菜单【添加】，会提示“添加账号扩展字段”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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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46 

在图 6- 45 界面点击菜单【修改】，会提示修改字段对话框，提示是否修改表字段，对于系

统字段，只能修改其字段描述、是否隐藏字段以及是否允许编辑，修改“系统字段”如下图所

示： 

 

图 6- 47 

在图 6- 45 界面点击菜单【修改】，修改“扩展字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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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48 

在图 6- 45 界面勾选扩展字段，点击菜单【删除】，会提示删除对话框，提示是否删除表字

段，点击“确定”删除所选字段，如下图所示： 

 
图 6- 49 

报表户列表：选中任务组中报表户列表时，点击右键菜单【查看表结构】调用了报表户列

表扩展字段管理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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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0 

上图 20 个字段是系统字段，无法删除，无法改变顺序，并且全部显示在扩展字段前面。 

在图 6- 50 界面点击菜单【添加】，会提示添加用户列表字段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6- 51 

在图 6- 50 界面菜单【修改】，会提示修改字段对话框，提示是否修改表字段，对于系统字

段，只能修改其字段描述、是否隐藏字段以及是否允许编辑，修改“系统字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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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2 

在图 6- 50 界面点击菜单【修改】，修改“扩展字段”如下图所示： 

 
图 6- 53 

在图 6- 50 界面勾选扩展字段，点击菜单【删除】，会提示删除对话框，提示是否删除表字

段，点击“确定”删除所选字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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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4 

注意：添加、修改和删除均会改变数据库表的结构，操作时一定要慎重。                                             

【友情提示】 

组织机构表、用户表与报表户列表，只能够执行添加、修改、删除“扩展字段”操作；“系

统字段”不能执行添加、删除操作，“系统字段”不能修改字段名、字段类型与字段长度。    

13.1.3 表数据查询 

在图 6- 55 界面上将鼠标移动到某数据表表名，鼠标双击，即可进入该数据表查询界面，

查询该张数据表的数据，可以看到系统在编辑框内自动输入对当前数据表做全部查询的 SQL 语

句，在【数据表格】中显示查询的数据，在【数据表格】页面左下角标明此条 SQL 执行的时间，

如下图所示： 

 

图 6- 55 

也可以直接点击按钮 ，新建 SQL 查询窗口，编写 SQL 语句，这种方式对操作人员的 SQL

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但可以给操作人员提供更丰富的过滤排序等查询功能。操作人员编写 SQL

语句完成后，点击按钮 ，或点击菜单【编辑 | 运行】即可看到查询结果。图 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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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6 

在图 6- 56 界面上，按钮  可以查询已经运行过的 SQL 语句，也可以直接切换到【SQL

执行历史】，查看该窗口已运行过的 SQL 语句，如下图所示： 

 

图 6- 57 

 

注意：SQL 执行历史记录查看，以及上一条 SQL、下一条 SQL 语句的查看，只能在同一

个窗口下进行。 

13.1.4 表数据维护 

SQL 语句维护：在图 6- 55 界面编辑框内，除了可以输入数据查询的 SQL 语句外，您也可

以输入任何需要的数据插入、更新、删除语句；这种方式可以更高效的进行数据的批量维护。 

【友情提示】 

请一定谨慎执行数据库表和表数据的删除操作，在使用 SQL 方式时，该操作无法恢复删除

的数据；在执行前请务必在模拟环境中确认只会删除不再需要的数据表和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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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表数据导出 

13.1.5.1 数据表数据导出 

当数据表结果被查询出来后，将鼠标移动到菜单【工具 | 导出查询结果】导出表的查询数

据，点击后会弹出提示对话框，提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6- 58 

点击“确定”，最后显示  ，点击“这里”下载数据。 

也可以图 6- 59 界面中，在菜单【数据表格】，点击鼠标右键显示导出菜单，点击后提示导

出对话框，导出表数据。 

 

图 6- 59 

【友情提示】 

菜单【工具 | 导出查询结果】与【数据表格】中右键菜单【导出查询结果为 CSV】可以导

出所有表所查询出来的所有数据； 

菜单【工具 | 导出查询结果（当前页面）】与【数据表格】中右键菜单【导出当前页结果

为 CSV】是导出当前【数据表格】页面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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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2 特殊表数据导出 

在图 6- 60 操作界面【树形显示】中，组织机构表、用户表与报表户列表，除了可以进通

用数据表的数据导出操作外，还可以进行一些特殊的操作。 

 

图 6- 60 

可以在图 6- 60 操作界面，把鼠标移动到表名上，点击右键菜单【数据另存为 TXT】，弹出

保存对话框，点击【保存】，选择保存路径，把特殊表的全部数据导出为 TXT 格式文件。如图 6- 

61： 

 

图 6- 61 

13.1.6 表数据导入 

在数据库管理中，只有报表户列表能进行导入 TXT 数据操作，把鼠标移动到报表户列表表

名上，点击鼠标右键菜单【导入 TXT 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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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2 

可以从 TXT 文件中导入数据到报表户列表中，弹出对话框如下图： 

 

图 6- 63 

根据您的需要勾选导入的方式，点击【确定】，即可从 TXT 文件中导入数据到报表户列表

中，如下图： 

 

图 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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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数据库修复 

修复数据库功能会检查服务器上所有任务组和任务报表对应的后台数据表是否存在，表结

构是否正确，以确保后台数据库表和前台用户看到的报表参数结构一致；并且确保 i@Report 通

用 WEB 网络报表平台正常运转需要的单位列表、日志表、用户表、权限表等存在且结构正确。 

在图 6- 31 界面上，点击菜单【工具 | 修复数据库】，或者直接在界面上点击按钮 后，

出现修复对话框，由于此操作可能会创建或修改数据库表，对系统有较大改动，因此系统在对

话框上用红字给出醒目提示，界面如下图： 

 

图 6- 65 

点击修复按钮即可开始执行数据库修复，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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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6 

如果服务器上的任务较多，整个过程会持续一会，其间系统做的所有修复操作都会陆续显

示在如下的对话框内，您可以拖动对话框右侧的滚动条查看具体的修复内容，界面如下图： 

 

图 6- 67 

由于修复数据库时可能会改变数据库中表的结构，因此操作时请确保没有其他人正在使用

数据库；建议您在非生产时间进行，以免影响数据上报；若数据上报时，数据表正在被修复，

可能会造成数据的丢失或系统的异常。可以根据服务器体检的结果来确定是否需要修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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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服务器体检 

 主要是检测数据表是否丢失，及某些系统表是否缺失字段，系统表结构是否完整；显示

i@Report 通用 WEB 网络报表平台正常运转需要的单位列表、日志表、用户表、权限表等是否需

要修复。 

在图 6- 31 界面上击菜单【编辑 | 体检】，点击按钮 后，出现服务器体检对话框，此操

作可能会消耗一定的时间，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6- 68 

点击【确定】，系统执行服务器体检操作，如图 6- 69；界面上按钮 可以停止体检服务器

操作，按钮 可以暂停体检服务器。 

 

图 6- 69 

操作服务器体检完毕后，显示在如下的对话框内，您可以拖动对话框右侧的滚动条查看具

体的体检内容，如图 6- 70 界面上按钮 可以重新执行服务器体检操作；按钮 可以修复

在服务器体检中显示需要修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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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70 

13.4 主数据源 

【功能说明】 

此功能可以管理多个不同的数据库连接，这使得 i@Report 平台可以管理和第三方数据源的

连接配置，从而为读取和利用第三方数据源中的数据打下了基础。 

 

图 6- 71 

点击上图菜单【管理数据源】，显示数据源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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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72 

可以看到，系统提供了两种数据源管理，一种是 JDBC 数据源，另一种是 BI 数据源；BI 数

据源配置的是一个 BI@Report 服务器的访问连接，这使得 i 可以读取 BI 系统中分析报表的统计

分析结果。 

13.4.1 JDBC 数据源 

在点击标签页【JDBC 数据源】，可以进行对各 JDBC 数据连接的新增，修改，测试，删除等

操作，点击按钮 ，添加一个 JDBC 数据源，如下图所示： 

 

图 6- 73 

您需要给新增的数据源起个名（最好是有业务含义的名称，注意不要使用中文），输入到数

据源名称栏对应的编辑框内，然后依次编辑各 JDBC配置的参数值，填写完后可点击右下角的【测

试】按钮检查连接是否有效，若连接成功，点击页面右下角的【提交】按钮，该 JDBC数据源即

被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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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BI 数据源管理 

【功能说明】 

此类数据源管理的是到 BI@Report 系统平台的访问连接。在点击标签页【BI 数据源】，可以

进行对各 BI 数据连接的新增，修改，测试，删除等操作。 

 

图 6- 74 

在上图点击按钮“测试”，可以测试 BI 数据源是否连接正常，如下图显示“连接成功” 

如果测试不成功，点击数据源名称，弹出编辑数据源对话框，界面图 6- 77 所示： 

 

图 6- 75 

点击按钮 ，添加一个 BI 数据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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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76 

给新增的 BI 数据源起个名，输入到数据源名称栏后面的编辑框内，然后依次编辑各 BI 连接

配置的参数值，填写完后可点击右下角的【测试】按钮检查连接是否有效，如下图所示：  

 

图 6- 77 

点击【测试】按钮可对该 BI 数据源进行检测，连接成功，显示如下图： 

 

图 6- 78 

连接成功，点击页面右下角的【提交】按钮，该 BI数据源即被成功建立。 

14 数据源与取数管理 

请参考《i@Report v4.3.5专题功能-数据源与取数管理》。 

15 代码组管理 

请参考《i@report v4.3.5专题功能-服务器代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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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修复服务器 

【功能说明】 

修复服务器功能会检查服务器上所有任务组和任务报表对应的后台数据表是否存在，表结

构是否正确，以确保后台数据库表和前台用户看到的报表参数结构一致，并且确保网上直报平

台正常运转需要的单位列表、日志表、用户表、权限表等存在且结构正确。 

【操作说明】 

用管理员身份登录服务器后，切换到标签页， ，

点击菜单【修复服务器】后，出现修复对话框，由于此操作可能会创建或修改数据库表，对系

统有较大改动，因此系统在对话框上用红字给出醒目提示，界面如下： 

 

图 6- 79 

点击修复按钮即可开始服务器修复，如果服务器上的任务较多，整个过程会持续一会儿，

其间系统做的所有修复操作都会陆续显示在如下的对话框内： 

 

图 6- 80 

您可以拖动对话框右侧的滚动棒查看具体的修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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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 

由于修复服务器时可能会改变数据库中表的结构，因此操作时请确保没有其他人正在使用

数据库；建议您在非生产时间进行，以免影响数据上报；若数据上报时，数据表正在被修复，

可能会造成数据的丢失或系统的异常。 

【相关参考】 

可以用 JVM 或 server.property 里的 startserver.repairdb 参数来控制在启动服务时是否修复数

据库，详情请参考系统的实施部署文档。 

17 任务计划 

请参考《i@Report v4.3.5专题功能-任务计划》。 

18 备份服务器 

【功能说明】 

备份是容灾的基础，是指为防止系统出现操作失误或系统故障导致数据丢失，而将

全部或部分数据集合从应用主机的硬盘或阵列复制到其它的存储介质的过程。  

i@Report 支持备份服务器，选择备份服务器后，系统会将整个服务器做一个备份，形成一

个（*.SSB）文件，以便系统遭到破坏时，及时恢复至正常填报状态。 

【操作说明】 

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入 i@Report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表头的【服务器管理】标签，在弹

出的服务器管理界面中，选择【备份服务器】，系统弹出【备份服务器】界面： 

 

图 6- 81 

如上图，在备份选项中选择需要备份的内容后点击“备份”按钮，系统开始执行备份操作，

完成后系统会弹出文件下载界面，提示是否保存备份文件，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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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 

不同的服务器之间的配置，环境有所不同，所以带有附加功能的备份包恢复时需要谨慎。

建议用于本服务器的备份与恢复。 

备份服务器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这取决于您服务器上需要备份的数据大小和服务器的性

能），所以请尽量在服务器没有或很少访问量的时候执行此功能，以免影响其他登录者的正常使

用。 

19 恢复服务器 

【功能说明】 

恢复服务器，即将指定的服务器备份文件恢复到服务器上，若服务器上存在相同的任务，

恢复时则会将其覆盖。 

恢复服务器的操作是与备份服务器一起联用的，有备份才能恢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缺

一不可。 

【操作说明】 

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入 i@Report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表头的【服务器管理】标签，在弹

出的服务器管理界面中，选择【恢复服务器】，系统弹出【恢复服务器备份】界面： 

 

图 6- 82 

单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文件包（*.SSB格式），点击“恢复”按钮，系统

会将您指定的服务器备份包恢复到当前服务器上，恢复的过程中您的服务器现有的数据（任务

组、任务、用户表、权限表、日志表和服务器的配置等）会被备份包中的覆盖。 

【友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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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服务器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取决于您选择的备份包中的数据大小，服务器的性能，

以及网络的速度），所以请尽量在服务器零访问量时候进行，以免影响其他登录者正常使用。 

20 管理员设置 

【功能说明】 

管理员设置是用于修改管理员账号密码和屏蔽 admin账号。 

【操作说明】 

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入 i@Report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表头的【服务器管理】标签，在弹

出的服务器管理界面中，选择【管理员设置】，系统弹出【管理员设置】界面： 

 

图 6- 83 

这个界面上，可对 admin账号的密码进行更改和维护，同时也可禁用 admin。 

 管理员密码修订 ：此功能由“旧密码”、“设置新密码”、“确认新密码”三个窗口共同

实现，主要用于修改 admin账号的密码，且仅适用于 admin 账号； 

 停止账号 ： 用于停用 admin 账号；一些特殊的项目中，需要禁用 admin，用其他的

账户来管理服务器，即可用“停用账号”功能来实现。如无特殊需求，不推荐使用。 

该界面所有的操作都仅对于 admin 账号有效。管理员账户停用后将无法登录且不能恢复，

请慎重！ 

21 报表填报插件 

报表填报插件，用于增加 IE浏览器的数据填报功能，如果插件功能升级，则应及时更新服

务器上的插件，如何来做更新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入 i@Report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表头的【服务器管理】标签，在弹

出的服务器管理界面中，选择【报表填报插件】，系统弹出【上传在线报表插件】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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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84 

该界面中通过浏览，选择需要更新的插件，此时系统自动生成新插件的版本号，单击确定，

即更新成功。 

 报表插件：此处可以通过“浏览”，选择需要更新的插件文件，格式如

iReportPluginX.cab； 

 插件版本号：此处为不必填写项，用于显示插件的版本信息。 

注：版本号的数字间使用“，”相隔的； 

 插件下载地址：指定插件下载的相对地址，不设置表示采用服务器默认的地址。 

注：更新插件时只需要修改对应的插件版本号，系统会自动生成下载路径。 

22 报表设计插件 

【功能说明】 

报表设计插件，用于增加 IE 浏览器的报表设计功能，类似于 i@Report 设计系统。如果插

件功能升级，则应及时更新服务器上的插件，如何来做更新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操作说明】 

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入 i@Report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表头的【服务器管理】标签，在弹

出的服务器管理界面中，选择【报表设计插件】，系统弹出【上传在线设计报表插件】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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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85 

该界面中通过浏览，选择需要更新的插件，此时系统自动生成新插件的版本号，单击确定，

即更新成功。 

 报表设计插件：此处可以通过“浏览”，选择需要更新的插件文件，格式如

iReportDsnPluginX.cab； 

 设计插件版本号：此处为不必填写项，用于显示插件的版本信息。 

注：版本号的数字间使用“，”相隔的； 

 设计插件下载地址：指定插件下载的相对地址，不设置表示采用服务器默认的地址。 

注：更新插件时只需要修改对应的插件版本号，系统会自动生成下载路径。 

23 服务器用户安全设置 

服务器用户安全设置主要设置密码允许的最小长度，密码修改的间隔时间。 

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入 i@Report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表头的【服务器管理】标签，在弹

出的服务器管理界面中，选择【服务器用户安全设置】，系统弹出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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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86 

在这里设置了密码允许的最小长度后，如果用户在修改密码时，设置的密码长度小于允许

的长度，系统将提示给用户。 

同样地，设置了修改密码的间隔长度，如果超过了设置的时间没有修改密码，系统将给予

用户提示。  

24 服务器日志 

【功能说明】 

服务器日志主要包括系统日志和数据日志两部分： 

系统日志主要包括系统异常和系统信息，其中系统信息日志包含：登陆、注销、属性修改、

发布接受等等。 

数据日志记录了数据操作相关的信息，包括上报、锁定、解锁、汇总、数据拷贝、数据结

转、数据及拷贝等。 

【操作说明】 

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入 i@Report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表头的【服务器管理】标签，在弹

出的服务器管理界面中，选择【服务器日志】，系统显示如下服务器日志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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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87 

 系统日志：除了数据日志以外的日志，主要包括系统异常和系统信息，系统默认查询系统

日志； 

 数据日志：数据日志记录了数据操作相关的信息； 

 导出：将当前查询出来的日志导出，导出格式为 csv； 

 清空：清空当前服务器管理中的所有日志,如当前位“系统日志”页面则清空所有的系统日

志，如当前位“数据日志”页面，则清空所有的数据日志； 

 查询历史: 指的是将查询过的条件记录到 cookie，方便下次设置和对比查询； 

 数据查询：设置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执行日志查询。 

 高级查询：点击“高级”按钮，可以设置高级查询条件。（系统日志和数据日志对应的高级

查询不同） 

说明： 

1. 关键词对应描述信息：模糊匹配关键词，其他查询条件是精确匹配； 

2. 查询结果默认显示“时间、登陆用户、IP 描述、详情”，如希望显示更多内容，可以

点击 进行设置；  

3. 系统日志查询的是系统日志库表，数据日志查询的是数据日志库表； 

4. 时间：记录日志的时间； 



服务器管理员操作手册 

-166- 

5. 登录用户：执行操作的用户的 id，用来定位是谁做的操作； 

6. IP：执行操作的用户的 ip，用来定位是谁做的操作； 

7. 描述：操作的基本信息； 

8. 详情：操作的详细信息。 

 

25 电子公告牌 

【功能说明】 

电子公告牌用于显示企业内部的一些重要通知信息。 

它按照发布的时间顺序以及置顶设置逐一向左不断的循环滚动，显示文字格式为：公告标

题 + 发布时间，如图： 

 

图 6- 88 

鼠标移动到公告上时文字将停止滚动，离开公告后将恢复继续滚动，点击文字可以弹出新

的窗口显示公告的详细内容，如图所示： 

  

 

图 6- 89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定义和管理公告！ 

【操作说明】 

系统中有二个地方可对【公告】进行维护和管理，分别是：表头的【公告】标签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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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管理】下的【电子公告牌】 

公告列表作为一个单独的模块显示在登陆界面上，点击界面上的公告，系统会将所有的公

告信息列表显示出来，并按照发布时间和制订设置顺序来进行排序。 

 

图 6- 90 

在服务器管理中也有相应的模块可以进行配置，详情如下图： 

 

图 6- 91 

以管理员的身份登录服务器，可对公告进行增删改和制定的操作。 

25.1 发布公告 

进入公告管理界面后，选择 按钮，系统会弹出一个公告编写界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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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92 

 公告标题：公告标题用于定义公告的名称，系统会将公告标题显示在公告板中，但要求公

告标题不超过 50 个字符。 

 详细内容：详细内容处用于编写公告的详细说明。 

 置顶显示：用于定义该条信息是否置顶显示。 

编辑好以上内容后，并发布后，我们即可在公告管理界面看见我们发布的公告信息，如： 

 

图 6- 93 

25.2  修改公告 

若我们想对已定义的公告进行修改，只需选择在公告管理界面中，点击公告列表的标题文

字，进入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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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94 

在以上界面中对公告信息进行修改后再发布至服务器上，即可更新。 

25.3  删除公告 

在公告列表页面上，勾选需要删除的公告记录，如： 

 

图 6- 95 

勾选上需要删除的公告后，点击删除按钮，系统会弹出确认框，点击“确认”，即可删除所

选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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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置顶设置  

在公告列表页面上，有置顶显示栏， 表示该公告已经置顶显示，点击即可取消置顶；

表示该公告没有置顶显示，点击即可将其置顶。 

26 日志类型配置 

【功能说明】 

在 i@Report 日志中,用户可以根据当前实际业务需求自定义设置日志的类型。 

【操作说明】 

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入 i@Report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表头的【服务器管理】标签，在弹

出的服务器管理界面中，选择【日志类型配置】，系统显示如下日志类型配置界面： 

 

图 6- 96 

日志存储介质包括数据库类型。 

 数据库型(默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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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可以长期保存，可以根据用户定义的条件进行分组和查找； 

缺点:服务器资源较大,特别是数据库资源,脱离数据库或 i@report无法进行查看。 

在日志存储介质处可自定义日志的类型，和日志中记录那些相关操作。 

27 编辑菜单文件 

请参考《i@Report v4.3.5专题功能-菜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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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其他功能 

1 在线交流 

【功能说明】 

在线交流即 BBS，旨在方便用户进行信息发布与交流、沟通解决相关业务问题，主要提供

了浏览、发布、回复帖子等基本的功能。  

【操作说明】 

用管理员的身份进入 i@Report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表头的【在线交流】标签，系统即

会列出所有发布的主题，每页 20 个，默认按照最近回复时间和置顶设置进行排序。 

 

图 7- 1 

    点击主题栏下的标题文字进入浏览页面，即可浏览该主题的详细内容和对该主题的所有回

复。 

主题列表页面可以按照用户要求来列出主题，包括： 

 显示主题： 是指时间范围，包括：全部、1天、7天、2 周、1个月、3个月、6个月、

1年，系统默认为全部主题。 

 排序：排序可按照最近回复时间、作者、发表时间、回复总数、文章标题、阅读次数，

进行排序。并可定义排序的方式包括升序和降序。系统默认按照最近回复时间进行降

序排列。 

 关键字：可以根据要查找的主题标题输入关键词，系统将会列出主题标题中包含该关

键词的所有主题。 

以上设置可以叠加使用，输入后点击右侧按钮 即可获得所需的主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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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  发表主题 

在【在线交流】界面选择【发表主题】，点击后进入发布主题界面： 

 

图 7- 2 

    在该界面定义主题名称及正文内容发布即可。一个详细的主题内容包括主题图标、置顶设

置、标题文字、主题正文与上传附件列表。 

 显示方式：用于定义该主题是否置顶显示。该功能只有管理员帐户拥有，其他用户登陆时

没有该勾选项，默认不置顶； 

 文章标题：用于定义该主题的标题； 

 正文：主题正文使用所见即所得方式的 HTML编辑器，编辑器顶部是一组功能丰富的工具条，

可自定义正文的字体格式、大小、颜色，格式的排版等。 

 上传附件：点击工具栏上的上传附件（或增加图片）按钮，系统即会弹出一个选择文件的

对话框，如： 

 

图 7- 3 

通过浏览，选择指定的文件，并对该文件进行命名，确定后，该附件即正常上传至该主题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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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的上传文件类型有：GIF、JPG、BMP、PNG、HTML、DOC、XLS、TXT、PDF、PPT、RAR、

ZIP。 

步骤二  回帖 

浏览某个主题，可对该主题发表者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只需选择页面上的【发表回复】按

钮即可进入回复界面： 

 

图 7- 4 

同发布主题一样，在正文处添加回复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转入该回复所在界面。 

注：回复不可以置顶，系统仅按照回复的时间顺序来显示。回复时可以上传附件、图片等。  

步骤三  修改 

发布者可对自己发布的主题进行修改，选择某个主题后的编辑菜单 按钮，系统将弹出编

辑界面，让您确定修改： 

 

图 7- 5 

点击“确定”后，系统将弹出一个【编辑普通主题】界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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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6 

在该界面中，可对该主题进行重新编辑，再提交。界面的操作同发布一个新主题一致。 

步骤四  管理 

管理员可对在线交流进行管理和维护，主要包括：置顶和取消置顶主题、删除（所有）主

题、删除（所有）回复等操作。 

 置顶/取消置顶 

主题列表界面上最后一栏可以设置图标，如已置顶的主题，置顶标志是跟在主题标题后，

若未置顶的主题，也可通过工具栏中的置顶标志将该主题置顶。 

 

图 7- 7 

 删除(所有)主题   

如图 7.1-6 所示，在主题列表页面左上、左下方各有一个按钮【删除所有】点击可以删除所

有主题。 

删除单一主题可以点击主题列表界面最后一栏相应主题的 图标，即可进行删除操作。 

 删除(所有)回复 

在主题浏览页面左上、左下方各有一个按钮 点击可以删除所有回复。 

删除单一回复可以点该回复标题文字右边的删除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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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知 

【功能说明】 

i@Report 系统提供了通知功能，方便用户进行即时通讯。服务器上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方便

的使用通知功能与其他用户进行通信。 

【操作说明】 

登录报表平台后，在右上角有一个信封 图标，信封后面的数字表示有 2 封未

读邮件，点击此信封，即可进入到通知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7- 8 

2.1 查看通知 

系统默认只显示未读通知，如果想切换到所有通知，可以点击“全部收件”进入查看 

 

图 7- 9 

2.2 发送通知 

在图 7- 8 中点击 ，即可进入发送通知界面。其中：管理员只能将通知发送给服

务器用户。而汇总户基层户则既可以给服务器用户发送通知，同时可以给服务器用户发送通知。 

如果发给报表户，接收者格式为：（代码 1,类型;代码 2,类型 2;*代码 3,9），以星号（*）开

头的汇总户，表示发送给报表户所有下级。例如：000,9;001,0;*0000,9 

如果是服务器用户直接写用户名，接收者格式为（用户名;用户名 2;用户名 3），例如：admin; 

也可以直接在右侧的“通讯录”中进行选择，如图 7- 10 中选择了“t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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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0 

注：以上接收者格式中均使用英文标点符号。 

3 数据留痕 

3.1 概述 

数据留痕顾名思义就是对上报过后的数据留下一个记录，以证实数据曾经变更过，并且记

录变更情况。 

数据留痕的主要功能有： 

(1) 保存每次上报时修改过的数据； 

(2) 可检索所有的留痕记录； 

(3) 以当前数据为标杆，对历史数据进行对比操作。 

通常作用于报表户查看本户数据变更情况或上级汇部户查看下级基层户数据变更情况。 

3.2 设置 

此功能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决定是否使用，如有此需求，需要在服务器上进行设置。以管

理员的身份登陆服务器，设置任务属性，如下图所示： 

 

图 7- 11 

启用后“允许数据留痕”后，填报户每次点击"上报"后，都会记录一次当前的数据。 

3.3 使用 

设置完成后，以某户基层户登陆到填报界面后，可以看到工具栏上有“历史”按钮，打开

插件，点击"历史"按钮，出现以往的历史留痕列表，罗列出此用户对该任务上报的所有记录，

包括：修改时间、登陆 IP、任务版本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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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2 

点击上报情况列表旁边的 按钮，系统弹出其上报详细情况：修改时间、登陆 IP、任

务版本号、报表期、用户、用户类型、登陆用户 ID、数据集、数据集名称 

 

图 7- 13 

双击某一条记录时，将弹出数据对比窗口，详细列出最后一次上报与所点击上报记录之间

数据的差异： 

 

图 7- 14 

4 数据留痕表元明细分析 

4.1 概述 

数据留痕表元分析明细的主要功能有： 

(1) 保存每次上报时修改过的数据； 

(2) 可查询所有的留痕记录； 

(3) 以当前数据为标杆，对历史数据进行对比操作； 

(4) 将数据修改的明细记录存储到数据库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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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留痕功能不同的是，数据留痕表元明细分析能将数据修改的明细记录存储到数据库

表中。数据留痕表元明细分析功能通常直接用于查询报表、表元的修改明细，或者在 BI@Report

中用来分析与制作相关报表等。 

4.2 数据留痕设计 

数据留痕表元明细分析的范围分为表元、报表、任务与服务器，以下说明如何为表元、报

表、任务、服务器设计数据留痕。 

4.2.1 表元、报表、任务数据留痕 

第一步，新增数据留痕代码组，如图 7- 15。 

 

图 7- 15 

第二步，添加自定义属性，分别为表元、报表、任务增加一个自定义属性，属性名：sjlh，

属性中文名：数据留痕，关联代码组：选择上一步新增的代码组“数据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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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6 

 

图 7- 17 

第三步，为表元、报表、当前任务设置扩展属性。 

表元：表元数据留痕明细分析范围为当前表元。右键点击表元，选择【属性】，打开表元属

性对话框，如图 7- 18，找到该表元的扩展属性，设置数据留痕。如选择“1 允许数据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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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元数据留痕；如选择“0 不允许数据留痕”，该表元不进行数据留痕；如未配置，是否数据

留痕取决于报表、任务及服务器的数据留痕设计。 

 

图 7- 18 

报表：报表数据留痕明细分析的作用范围为当前报表，右键点击报表，选择【属性】打开

报表属性设置对话框，点击 设置数据留痕属性，如图 7- 19。如果选择“1 允许

数据留痕”，数据留痕；如果选择“0 不允许数据留痕”，不进行数据留痕；如果未配置，是否

数据留痕取决于任务、服务器的数据留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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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 

任务：任务数据留痕明细分析范围为当前任务，打开【任务属性|其他设置】，点击扩展属

性处的 打开任务扩展属性对话框，设置数据留痕属性，如图 7- 20。如果选择“1 允

许数据留痕”，数据留痕；如果选择“0 不允许数据留痕”，不进行数据留痕；如果未配置，是

否数据留痕取决于服务器的数据留痕设计。 

 

图 7- 20 

4.2.2 服务器数据留痕 

在 server.property文件中增加对服务器上所有任务表元明细留痕的默认设置，配置项为 sjlh，

如图 7- 21。当 sjlh=0，表示默认为不允许留痕；当 sjlh 不等于 0，表示允许留痕；如果未配置，

则不进行数据留痕。配置完毕，重启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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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1 

注意： 

1、 系统字段不进行数据留痕，只有表元才进行数据留痕。 

2、 第一次上报数据时，不作留痕明细处理，留痕明细处理在报表户数据第二次上报时候触发，

保存数据不作留痕处理。 

3、 汇总户不需要数据流痕，只有基层户的上报操作才进行数据留痕。 

4、 只有主数据集进行数据留痕，其他数据集的上报数据操作不进行数据留痕。 

5、 任务属性必须勾选数据流痕选项，如果该选项中途被去掉，不管用户上报多少次都不进行

数据流痕。在该选项被再次勾选后，用户上报后获取的修改前值是该选项被去掉之前的最

后一次修改值。 

6、 变长表必须设置关键字，并勾选“不允许代码表元/关键字重复”。如果某表长表没有关键字

或者关键字允许重复，该变长表的所有表元都不进行数据流痕。如果变长表关键字被修改，

表示该数据行删除后新增，记录删除操作，并同时记录新增操作。 

4.3 生成痕迹明细表 

修改后上报数据与历史上报数据的修改明细将记录在痕迹明细表中，表名的生成规则为：

任务前缀+SJLH+（自动编号），如 ZDSY_SJLH1。需完成以下配置，才能生成痕迹明细表： 

1、 在 server.property 文 件 中 增 加 上 报 数 据 时 留 痕 明 细 的 监 听 器 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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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PORT_EVENT.ITaskReportSubmitListener=com.esen.i.datatrack.detail.TaskReportSubmitData

TrackListenerImpl，如图 7- 22，配置完毕重启服务器； 

2、 设计数据留痕，详情请参考上一节； 

3、 任务属性配置，勾选任务属性允许数据留痕选项，如图 7- 23； 

 

图 7- 22 

 

图 7- 23 

以上配置完成后，基层户修改填报数据并上报，系统将自动生成痕迹明细表并记录数据的

修改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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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常见问题 

1 服务器 JDBC 设置 FAQ 

Q1：可否设置和默认提示不一样的数据库驱动类吗？ 

答：可以。请确保该驱动类在可访问的系统驱动路径中。 

Q2:什么情况下需要开启调试？如何应用？ 

答: 当发现数据异常时，可以开启该选项，然后观察控制台输出信息，系统会将平台操作

对应的数据查询和更新等 sql 语句显示到控制台中，这些语句信息可以帮助定位和分析系

统平台想象。 

Q3：数据表中有 upid0-upid9，如果我的数据级次超过 10 级怎么办？ 

答：BUILD16217 版本后支持:在 server.property 配置 upids.level，例如 upids.level=11，不配

置默认为 10，配置的值应该>10。 重启服务器后，修复数据库即可。 

2 数据源管理 FAQ 

Q1：数据库管理中可以执行数据更新 sql 吗？可以执行 ddl 吗？有哪些限制？ 

答：可以；可以；没有任何限制。 

3 数据库修复 FAQ 

Q1：哪些情况会导致需要进行数据库修复？ 

答：如下情形会造成数据库需要修复： 

 系统升级，系统表结构更新了，如扩展了字段； 

 报表参数结构发生变化，在发布任务到服务器更新数据库表结构的过程中异常断电或

出现系统软硬件故障，导致数据库表结构升级未全部执行完； 

 后台数据库维护时误操作删除了系统表或数据表。 

Q2：实施部署时设置每次启动都自动修复数据库好吗？ 

答：对于一些较大的项目，重启报表服务器时会自动检查并修复数据库表，花费的时间比

较长，为了加快启动过程，最好将该选项设置为 false。 

Q3：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将修复数据库开关关闭？ 

答：用户进行了二次开发，在系统创建的数据表的基础上添加或修改了字段，此时需要关

闭数据库以免启动时报错，服务不可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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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哪些数据库表的修复即使 startserver.repairdb 开关设置为 false 时，系统启动时也会自

动进行？ 

答：如下数据库会被自动创建： 

SERVERUSER_PROPERTY 、 IRPT_USERS 、 IRPT_DEPARTMENTS 、 IRPT_BULLETIN 、

IRPT_BBSUPLOAD、IRPT_BBSTOPIC、IRPT_BBSREPLY、IREPORT_MSG3、IREPORT_MSG3_REC 

Q5：界面或后台出现异常信息"ORA-00942: table or view does not exist"该如何处理？ 

答：某数据库表不存在造成的，可以试着手工执行"服务器管理"中的"数据库修复"。还有

一种可能，该表可能是存在的，但不是当前 jdbc 配置中的 user 创建的，造成无权限访问

该表；此时应该清理下数据库表了。 

4 任务计划 FAQ 

Q1:备份的文件都存在了什么地方，如何进行查看？ 

答：备份的文件存在工作目录\backup 文件夹下，根据备份的内容不同，生成的文件格式

也各不相同。其中 SSB是服务器备份，SGB是任务组备份。 

5 插件管理 FAQ 

Q1:插件版本如何看？ 

答：打开 war 包中的 iReportPluginX.cab 文件，查看 iReportPluginX.inf 文件， FileVersion=

后的文字即为插件版本号。如下图： 

 

图 8- 1 

或使用 admin 登陆服务器，在服务器管理—服务器信息中查看服务器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8- 2 

Q2:插件下载地址需要自己输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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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需要，上传文件后系统会自动产生。 

Q3：若服务器的压力较大，如何设置，将插件的下载地址指向其他服务器？ 

答 : 可通过修改 server.property 文件来实现，选择【服务器管理 | 资源管理器

|iroot/conf/server.property】，将 reportTool 和 PluginSetupExe 的下载路径修改为报表精灵

和插件所在的路径。 

 

图 8- 3 

6 报表期 FAQ 

Q1:年报的任务，为什么当前报表期自动改变了呢？ 

答：在对报表期不做任何设置的情况下，如果是年报，9 月 1 号之前，当前报表期为上年，

9 月 1 号之后，当前报表期就为本年。如果不需要在 9 月 1 号自动更新当前报表期，可以

在任务属性里面设置最佳报表期。 

7 菜单文件 FAQ 

Q1：界面提示"菜单属性文件中不存在指定菜单名 xxxx，请核对" 

解答：原因是 war 包中 clientdown/server/skin/下没有相应的菜单文件，请删除 skin 目录后

重启服务器，系统会自动生成缺失的菜单文件。 

Q2：管理员登录后，进入任务界面，提示如下错误： 

 

图 8- 4 

答：原因是未更新到 4.3.5 版本菜单，缺失该菜单配置和菜单文件。解决方式见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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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原系统菜单是不是必须删除，自动更新到 4.3.5 版本？ 

答：是；因为相对路径的修改，导致有较多菜单进行了修改。如果原系统菜单进行过手动

配置，应更新到 4.3.5 版本后，再重新进行手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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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各种报表任务的最佳报表期显示规则 

1 年报任务 

格式：年+四个横杠,如2009---- 表示2009年 

最佳报表期：以每年的9月1日为界，9月1日之前，最佳报表期为上年，从9月1日开始，最

佳报表期为本年。 

2 月报任务 

格式：年月+两横杠,如200901-- 表示2009年1月 

最佳报表期：以每个月的21号为界，每月21号之前最佳报表期为上月，从21号开始，最佳

报表期为本月。 

3 季报任务 

格式：年+季度+两横杠,如200901-- 表示2009年一季度 

最佳报表期：1.2两月的最佳报表期是上年第四季度，3,4,5三个月的最佳报表期是本年第

一季度，6,7,8三个月的最佳报表期是本年第二季度，9,10,11的最佳报表期是本年第三季度，

12月的最佳报表期是本年第四季度。 

注意：1,2,3三月是第一季度，4,5,6三月是第二季度,7,8,9是第三季度,10,11,12 

三月是第四季度。 

4 半年报任务 

格式：年+01或02+两横杠，如200901--表示2009年上半年 

最佳报表期：6月以前的最佳报表期是上年的下半年，六月开始到11月30日的最佳报表期是

本年上半月，12月份的最佳报表期是本年下半年。 

注意：半年报把每年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每年前六个月是上半年，后六个月是下 

半年。 

5 半月报任务 

格式：年+月+01或02，如20090101表示2009年1月上半月 

最佳报表期：以每月的16号为界，16号之前最佳报表期为上月的下半月，从16号开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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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报表期为本月的上半月。 

6 旬报任务 

格式：年+月+01或02或03，如20090101表示2009年1月上旬 

最佳报表期：取当天所在旬的上一期为最佳报表期。1-10日取上月的下旬为最佳报表期，

11-20日取本月的上旬为最佳报表期，21日-月末取本月的中旬为最佳报表期。 

注意：每月三旬。上旬：每月1-10日，中旬：11-20日，下旬：21日至月末。 

7 周报任务（月周报） 

格式：年+月+周，如20090101表示2009年一月第一周 

最佳报表期：取当天所在月周的上一周为最佳报表期。如2010 1月31日所在的周是2010年2

月第一周，它的最佳报表期是2010年1月第四周。2010年1月有四周。 

注意：每周第一天是星期天。第一个包含星期三的周是每月的第一周。每月最后几天若

不含周三，它们与下个月第一周组成一周。 

8 日报任务 

格式：年+月+日，如20090101表示2009年1月1日 

最佳报表期：每天的17:00之前，最佳报表期是上一天，从17:00开始，最佳报表期就为今

天。 

注意：一天有24个小时。 

9 年周报任务 

格式：年+年周+两横杠,如201001--表示2010年第一周，即2010年1月3日到2010年1月9日 

最佳报表期：取当前日期所在年周的上一周为最佳报表期。 

注意：每周第一天是周日，年周的第一周是从第一个含周日的那个周开始。如2010年的

第一周是从1月3日开始至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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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日报任务 

格式：年+月+01~06,如20100106表示2010年1月26日至月末 

最佳报表期：总是取当前日期所在期的上一期为最佳报表期。 

注意：:一个月有恒有六期。第一期是从每月1日至5日，第二期是从每月6日至10日，第

三期是每月11日至15日，第四期是每月16日至20日，第5期是每月21日至25日，第六期是从26

日到月末，不管这个月有多少天。 

11 13 月报任务 

格式：年+00~12+两横杠，如201000--表示2010年0月 

最佳报表期：与月报任务一样，填报0月需要设置可以填写最佳报表期以外的报表期，因为

0月永远成不了最佳报表期。 

注意：: 比一般的月报任务多了个 "零月"。 

12 任意时间报任务 

格式：00000001~99999999，如00000002表示第2期 

最佳报表期：根据用户填报的期生成其下一期为最佳报表期。 

注意：: 任意报的期从00000001至99999999。 

13 自定义报表期 

格式：要求自定义的脚本是8位。 

最佳报表期以自定义报表期中定义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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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层单位填报操作流程 

i@Repoert报表系统提供的网上直报方式，极大地简化了报表上报操作，保证了数据上

报的即时接收，为日常工作提供了方便。 

i@Repoert报表系统填报过程简单易操作，特有的计算、审核等功能能有效地控制数据

的质量。 

1. 网上直报操作流程 

基层单位网上直报主要包括录入、计算、审核、上报。 

图 1- 1 

【知识点】 

为了帮助用户更容易且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产品，首先讲一下 i@Report中的几个术语： 

 任务：报表任务就是我们需要填报的一套报表。 

 任务组：多个任务的集合。 

 报表期：即报表的报送时期。 

 当前报表期：表示当前所处的报送时期。 

 已填报报表期：表示已上报过数据的报送期。 

 变长表：行数不固定的报表。 

1.1 注册 

在地址栏输入报表系统服务器网址，进入用户登录界面。点击【注册】，来注册一个登

录帐号。如已有帐号，请直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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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在弹出的申请填报页面填写帐号资料。带红色*标注的为必填。填写完毕后，点击【立

即注册】。 

 

图 1- 3 

点击【注册】，来注册一个登录帐号。 

带红色*标注的为必填项。 

选择上级机关。 

选择任务组。 

在地址栏输入报表系统服务器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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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成功，会弹出确认框。待上级核准后，即可使用该帐号来登录系统。 

 

图 1- 4 

注意：注册按钮默认不显示，如需使用注册功能，可向管理员申请“允许申请填报”

功能。 

1.2 登录 

在地址栏输入报表系统网址，进入用户登录界面。输入帐号，选择任务组，输入密码，

点击【登录】。 

 

图 1- 5 

注意：填写用户名时，系统会自动带出任务组后缀，请选择您需要填报的任务来登

录。 

输入密码，点击【登录】。 

输入帐号，选择任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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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录入数据 

1.3.1 录入数据 

登录成功后，进入报表任务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1- 6 

点击报表任务 “2012 年重点税源监控月报表”，页面中显示当前报表期报表和已填报

的各报表期报表，如下图所示： 

 
图 1- 7 

如果本次填写的报表的报表期不是当前报表期，可以点击当前报表期右侧的▼选择其他

报表期，如下图所示： 

 

图 1- 8 

选择报表期后，系统开始打开报表，您即可在打开的报表中进行录入了。也可点【在线

填报】打开报表后，再选择报表期进行数据录入。 

点击要填报的报表任务。 

选择要填报的报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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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填写前，请确认报表期，以免填错报表期。如要填报的报表期不在下拉选项

中，可将此情况告知管理员。管理员需在任务属性中设置“能填写最佳报表期外的其他报表

期”。 

1.3.2 安装插件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网上直报系统，则需要安装插件。 

您只需在 IE浏览器菜单栏的工具->Internet选项->【安全|自定义级别】中，将“ActiveX 

控件和插件”中的 2项，“对标记为可安全执行脚本的 ActiveX控件执行脚本*”、“下载已签

名的 ActiveX控件”都改成【启用】后，点击【确定】。关闭 IE浏览器后，再打开登录网上

直报系统，系统就会自动安装上插件。 

如您使用的是 Window7操作系统，您只需在开始菜单找到 IE浏览器，在 IE浏览器上点

击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样打开报表系统，插件就会自动安装上。 

 
图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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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0 

插件安装成功后，下次填报数据时系统不会再提示下载该插件。如果服务器上的插件进

行了升级，用户再次打开插件，系统自动提示下载插件，操作同上。 

注意：请您使用 IE 浏览器，进行网上直报操作。遇到插件无法安装，请您首先检查

使用的是否是 IE 浏览器，若不是，请更换成 IE 浏览器。 

1.3.3 录入界面 

插件安装成功后，系统将从服务器上读取报表任务，并在插件中打开报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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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1 

报表填报界面类似 EXCEL，是由一个个单元格组成的。数据填报方式与填写 EXCEL表相

类似。 

在填报数据时，可通过点击页面下方的报表标签切换报表。 

在报表标签上点击鼠标右键，可以选择标签的显示方式，也可以在此处选择自己所要填

报的报表，如下图所示： 

点击，切换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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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2 

注意：表元中带斜线底纹的是公式表元，其值是计算出来的，不需要填写。 

1.4 计算数据 

报表填报录入完成后，需要将数据计算、审核后再上报。 

【操作方法】 

点击报表顶部的【计算】按钮，弹出下拉框，选择其中的【计算全部】，来计算整套报

表的数据。 

在页签上点击右键，可

选择不同显示方式。也

可选需要填报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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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3 

【其它说明】 

 自动计算 

用户在进行报表间切换的操作时，系统会自动计算出当前表中的公式表元值。 

 【计算当前表】 

点击后，计算出当前表中的公式表元值。 

注意：虽然在进行表间切换操作时，系统会自动计算出当前表中的公式表元值，但

是仍然建议用户在填写完所有数据后进行一次手动计算。这是因为某张表中的公式表元被自

动计算后，如果计算公式引用的数据发生了变化，该表元的数据仍是以历史数据进行计算的。 

1.5 审核数据 

报表填报录入、计算完成后，再审核一下，审核通过后即可上报。 

选择【计算全部】，

来计算整套报表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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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审核数据 

【操作方法】 

点击报表顶部的【审核】按钮旁边的▼，弹出下拉框，选择【表内标间审核】，来审核

整套报表的数据。 

 

图 1- 14 

如选择【表内标间审核】后，提示审核无误，即可进行上报数据。 

 

图 1- 15 

【其它说明】 

选择【表内标间审核】，

来审核整套报表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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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审核 

在进行报表间切换的操作时，系统会自动审核当前表。如果报表数据审核不通过，会弹

出提示框。此时，既可以修改不符合审核关系的数据，也可以暂时不修改，继续录入其他数

据。当数据录入完毕后，再点击【表内表间审核】进行整套报表数据的审核和修改。 

 直接点【审核】按钮 

等同于【审核当前表】。 

 【审核当前表】 

审核当前显示的单张报表。 

 【审核当前行】 

变长表选中一行后，点击【审核当前行】，可对该行数据进行审核。 

 【逻辑性审核】 

审核业务数据必须要遵从的关系。不满足业务数据逻辑关系的数据将被阻止上报，用户

必须根据审核信息修改这些数据。以上【审核当前表】、【审核当前行】、【表内表间审核】都

属于逻辑性审核。 

 【合理性审核】 

审核报表数据是否满足系统中定义的合理性关系。合理性关系给出只是一个建议值，用

户录入的数据最好遵从该关系，但也可以不遵从。数据不满足合理性关系也可以上报。系统

设置了【合理性审核当前表】、【合理性审核所有表】2项，来进行合理性审核操作。 

1.5.2 审核未通过的处理 

1.5.2.1 修改数据，直至审核无误 

点击【表内表间审核】进行整套报表数据的审核，如审核不通过，会在报表下方出现审

核错误提示，如下图。 

双击错误提示，弹出审核详细信息，同时与审核错误相关的表元会标记显示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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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6 

根据提示框中的审核公式修改红色表元值，点击【重审】，如数据修改正确了，该错误

提示将消失。逐一修改数据，直至【重审】提示“审核无误”即可上报数据。 

 

图 1- 17 

双击，双击错误提示，

可查看审核详细信息。 

与审核错误相关的表

元会标记显示为红色。 

根据提示框中的审核公

式，修改红色表元值。 

修改完成后，点击【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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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如数据属实，可填写审核说明  

如数据属实，却审核通过不了，可填写审核说明。填写审核说明后，即可审核通过，以

便上报数据。 

【操作方法】 

在弹出的审核详细信息框下方，填入您需要向上级部门说明的原因后，点击【确定】。

点击【重审】，即可通过审核。 

 

图 1- 18 

1.5.2.3 如何查看变长表审核信息？ 

双击错误提示，没有弹出审核详细信息框，而是如下提示，那么当前的审核错误提示是

审核的变长表中的数据。 

 

图 1- 19 

此时报表会自动跳转到该表，出错行用红杠标记显示。在该行上点击右键，选择【审核

当前行】，即可查看审核详细信息。 

填入您需要向上级部门说明

的原因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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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 

弹出审核详细信息，同时与审核错误相关的表元会标记显示为红色。接下来的操作和其

它表一样。根据提示框中的审核公式，修改红色表元值。点击【重审】，提示“审核无误”

后，即可上报数据。 

 

图 1- 21 

在该行上点击右键，选择

【审核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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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上报数据 

所有报表审核通过后，点击菜单栏上的【上报】按钮，将数据上报给上级部门。提示“成

功上报数据！”，即数据上报完成。 

 

图 1- 22 

数据上报成功后退出填报页面，可在登录的用户界面看到已上报的报表期数据。 

 

图 1- 23 

如果用户每次上报的数据量非常大时，可以选择【保存】下拉箭头▼中的【保存到本地

磁盘】或者【保存到服务器】将数据保存到本地或服务器的磁盘上。如果在上报过程中网络

中断可以将数据保存到本地。网络连接正常后，选择【装入本地数据】将保存至磁盘中的数

据装入，再上报至上级部门。 

已上报的报表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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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4 

1.7 状态说明 

数据上报成功后退出填报页面，可在登录的用户界面看到已上报的报表期数据。数据前

面的【状态】显示当前数据的状态信息。具体状态信息蛀牙包括审核是否通过、数据是否锁

定、数据是否上报。 

审核是否通过 数据是否锁定 数据是否上报 

未通过 未被锁定，可以进行修改 已经上报 

通过 被本级或上级锁定，不能进行修改 数据填报中 

详细显示如下图： 

 

图 1- 25 

上报后在【审批】下显示相应的审批状态，如审批通过、数据被 xxx退回等，点击“流

程审批意见”，可以查看相应的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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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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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层单位其它操作 

1. 其它常用操作 

1.1 如何修改密码？ 

进入到报表系统的具体任务后，点击【编辑】下的【报表户信息】。在弹出的报表户信

息中即可修改密码。 

 

图 2- 1 

 

图 2- 2 

输入新密码。 

再次输入新密码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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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变长表如何增加行？ 

将鼠标移至第一列的左端，会自动出现一个按钮，点击该按钮，即增加一行。如下图，

提示“单击插入新的数据行”。 

 

图 2- 3 

也可在行上点击右键，选择【增加变长表数据行】，来增加一行变长表数据行。 

 
图 2- 4 

1.3 如何冻结窗格？ 

报表比较大时，屏幕上只能显示报表的一部分。当滚动右侧和下侧的滚动条时，报表的

指标名称就不能完全显示，这给报表数据录入、浏览带来了不便。 

在行上点击右键，选择【增

加变长表数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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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了的冻结行列的功能，可以使报表的指标名称栏保持不动。 

【操作方法】 

要冻结行列，先选中要锁定的行列交叉处的表元，点击【查看】下的【冻结｜冻结报表】，

可将当前表元所在位置前的行列锁定。变长表只能冻结列不能冻结行。 

 

图 2- 5 

点击【冻结｜取消冻结报表】，可将已锁定的报表解除锁定。 

1.4 如何查看填报说明？ 

点击【查看】下的【任务填报说明】，弹出任务说明文本，即可查看任务说明。 

 
图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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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 

1.5 舍位平衡 

一般情况下，一个报表的计量单位是固定的。但有些情况下，下级单位可能以较小的计

量单位（比如：“万元”）来填写报表，而上级则需要以较大的单位（比如：“亿元”）来观察、

输出报表。所谓报表计量单位调整，就是指将报表的计量单位从较小计量单位调整为较大计

量单位，但是不改变报表内数据的调整。计量单位的调整，会改变表元显示的数据，但不改

变表元业务含义。 

报表计量单位调整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会造成报表数据的不平衡。举例如下：设

某计量单位为“万元”的报表中的表元 A6 等于 SUM(A1：A5)，计量单位调整前，A1 到 A5

的值分别为：2440、2340、1230、2430、2440，而 A6 的值为 10880。现把计量单位调整为

‘亿元’，且保留两位小数，则 A1到 A5的值分别为：0.24, 0.23, 0.12, 0.24, 0.24，0.24 

+ 0.23 + 0.12 + 0.24 + 0.24 等于 1.07，而 A6 的值 10880经四舍五入后为：1.09。这样

就造成了调整前后的不平衡。为了保证报表数据的合理性，我们必须通过某种方法来调整

A1到 A5的数据，保证 SUM(A1:A5)等于 A6，这就是舍位平衡。 

【操作方法】 

基层户默认看不到舍位平衡的菜单，可以按 F4 快捷键舍位，系统会对当前数据进行舍

位平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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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8 

 舍位平衡 

调整计量单位后，进行四舍五入，并将前后的不平衡误差按指定规则分配到个各值。 

 只舍位不平衡 

若只对报表数据舍位并不要求平衡，可选此项。 

如果需要将舍位平衡后的数据保存，则点击“上报”，将舍位平衡后的数据保存到舍位

平衡数据集中。 

保存舍位平衡数据后，如果再次进行舍位平衡操作，系统将提示如下： 

 

图 2- 9 

如果基础数据没有修改，可以直接调出上次保存的舍位平衡结果。如果修改过基础数据，

可进行重新舍位平衡或者至舍位不平衡操作。 

按 F4选择【调出舍位平衡结果】，系统会读入舍位平衡数据。 

1.6 如何删除一期数据？ 

删除用户已经正在填报或已经上报的报表期。（注意：如果数据已经被锁定，不能用该

功能删除数据。） 

【操作方法】 

勾选要删除的报表期，点击工具栏中的【编辑 | 删除所选报表期】，弹出确认提示框，

点击【确定】，即删除了一期数据。支持多选，同时删除多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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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0 

 

图 2- 11 

注意：报表期一经删除，不可恢复，请慎用该操作！ 

1.7 修改信息表后如何应用到其它报表期？ 

信息表修改后，点击【编辑 | 应用到其他报表期】，弹出应用报表期设置，根据您的需

要来选择，即可将修改后的信息表应用到其它报表期。 

 

信息表修改后，点击【编辑 | 应用到其他报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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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2 

选择应用的报表期情况后，点击【确定】，即可将信息表的修改应用到您选择的报表期。 

 

图 2- 13 

1.8 导出 EXCEL 

 
图 2- 14 

 导出 xls 空表样 

点击工具栏中的【工具 | 导出 excel空表样】，为该文件选择一个路径即可。利用该功

能可以将本任务中的所有报表导出成一个excel工作薄，每个报表对应一个excel的工作表。

所谓空表样即只是表样，没有数据。 

 导出 xls（x） 

点击工具栏中的【工具 | 导出 excel】，系统弹出报表选择窗体，如下图所示： 

选择应用的报表期情况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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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5 

选择报表的保存方式，点击“下一步”。 

 
图 2- 16 

勾选要导出的报表期，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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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7 

该窗口中显示了报表导出信息，供您参考。点击“请点击此处下载数据包”，可以将导

出的数据包下载到本机，在有需要时可以进行导入。 

 
图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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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导入 EXCEL 

在本系统中，不仅能直接读入下级单位上报的 i@Report 格式的数据，而且可以直接成

批导入现有的 EXCEL数据。 

【操作方法】 

能导入数据到 i@Report 运行系统中的 EXCEL 文件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但如果是基层

单位将 EXCEL中的数据导入到当前报表期，则文件名可以任意命名。 

点击工具栏的【工具 | 导入 excel】，系统弹出脚本选择窗体，如下图所示： 

 

图 2- 19 

在“请选择用哪一个脚本导数据”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脚本，修改 bbq,btyp,userid

三项后可正常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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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 

对于语法不太熟悉的用户可以参看帮助按钮，会打开帮助页面，仔细阅读内容，再动手

修改脚本。有经验的用户可以目测语法是否正确，系统还提供了简单语法检查功能，可以点

击“语法检查”按钮进行检查。 

其中，系统默认勾选“置为上报状态”，若选择此项，则导入后数据状态显示为上报；

若不勾选，导入后数据状态保存在服务器上而不上报。 

 
图 2- 21 

更具前面的简本说明及范例，修改脚本，修改完毕后，可点击【语法检查】，提示脚本

合法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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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2 

将准备好的已经按脚本规则更名 EXCEL 的文件选中，点击【下一步】。 

 

图 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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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导入成功。成功后，可在任务界面看到新导入的数据。 

 

图 2- 24 

1.10 数据导入、导出 

 
图 2- 25 

 导出数据 

点击工具栏中的【工具 |  导出数据】，可以将指定的报表期数据导出成一个数据包。

该数据包可以用【工具|  导入数据】导入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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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6 

 
图 2- 27 

 导入数据 

点击工具栏中的【工具 | 导入数据】，系统弹出路径选择窗体，可以将充系统导出的数

据包导入到系统中。 

选择导出的数据包，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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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8 

点击“继续上传”，可以按刚才的步骤添加其他数据包，点击“开始读取”，系统开始上

传数据包。 

 
图 2- 29 

上传完毕后，会提示导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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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0 

1.11 数据结转、拷贝 

在 i@Report 运行系统中将 2 个相似的任务建立任务对应关系，发布到服务器上后，在

网上直报系统中也可使用【数据结转】和【关系任务拷贝数据】的功能，实现 2个相似任务

间的数据交互。 

 

图 2- 31 

 数据结转：将指定的数据期的数据转到另一个任务中。（当前任务为源任务） 

勾选需要结转的数据期，点击【工具 |数据结转】下的另一个任务，弹出【数据结转】

对话框。支持勾选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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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2 

在弹出的【数据结转】对话框中，点击【确定】，即开始将数据转到另一个任务中。 

 
图 2- 33 

数据结转完成后，点击【完成】，即可在另一个任务中看到刚才转过来的数据。 

勾选需要结转的数据期。 

点击【工具 |数据结转】下的另一个任务。 

点击【确定】。 



基层户操作手册 

-35- 

 

图 2- 34 

也可在打开报表期后，在顶部菜单栏的【数据结转】做该期数据的数据结转。【数据结

转】在建立任务关系将本任务作为源任务发布到服务器后，才由灰色变为可用。 

 

图 2- 35 

对应另一任务后，点击【确定】。 

 

图 2- 36 

数据结转成功后，即可在另一个任务中看到刚才转过来的一期数据。 

点击【完成】。 

在此处，点击【数据结转】下的另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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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7 

 数据拷贝：将指定数据期的数据从另一个任务中拷贝过来。（当前任务为目的任务） 

点击【工具 |关系任务拷贝数据】下的另一个任务，弹出【任务数据拷贝】对话框。 

 

图 2- 38 

在弹出的【任务数据拷贝】对话框中，选定要拷贝的报表期，默认为仅复制最新报表期，

点击【确定】，即开始从另一个任务中拷贝数据。 

点击【工具 |关系任务拷贝数据】下的另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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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9 

数据拷贝完成后，点击【完成】，即可看到刚才从另一个任务中拷贝过来的数据。 

 

图 2- 40 

1.12 打印 

打印是一个统计报表软件的重要指标。运行系统提供了非常强大、灵活的打印功能。运

行系统允许用户对每张表设置打印参数，并且运行系统会将用户设置的打印参数随表页一起

保存起来，这样无论是打印一张表页还是一套报表，系统都会根据用户对每张表的不同设置

来打印。 

【操作方法】 

数据拷贝完成后，即可看到拷贝过来的数据。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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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报表后，点击菜单栏中的【打印｜打印当前表】，即可打印当前表。 

 

图 2- 41 

 打印全部 

打印当前报表期的所有报表。 

 打印选择的报表 

打印选择的报表。 

 

图 2- 42 

 打印预览 

进入打印预览界面就可改变输出纸张大小、打印方式、打印比例。 

打印预览功能充分实现了“所见即所得”。通过使用打印预览，可以在一个报表打印输

出之前，从屏幕上观察报表的实际打印效果。同时在打印预览界面中可以方便地切换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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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包括基本表、分析表)进行预览。一般而言，修改了某项打印设置后，建议先进行打印

预览。 

点击菜单栏中的【打印｜打印预览】调出打印预览界面。 

 

图 2- 43 

在打印预览界面，点击【打印】，即可打印本表。点击【设置】可以切换到打印设置。 

 

图 2- 44 

 打印设置 

对打印的格式进行详细的设置。 

点击菜单栏中的【打印｜打印设置】可调出打印设置对话框。也可先点击菜单栏中的【打

印｜打印预览】调出打印预览界面，再点击该界面上的“设置”按钮调出打印设置对话框,

如图 2- 46 所示。 

表元 0值不打印：打印时，如果表元的值为 0，则不绘制表元值。 

打印时也打印背景图片：打印时将背景图片连同文字一起打印。 

彩色打印：所需打印的文字打印为彩色。 

字体显示比例：字体的缩放比例（范围：0%-200%）。 

显示设置：背景图片左上角距离画布远点的位置（范围：-200 毫米-200毫米）。 

点击【打印】，即可打印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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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设置：点击【打印机设置】弹出打印机选择对话框，如图 2- 47 所示，选择打印

机名称。 

 
图 2- 45 

 

图 2- 46 

 

图 2- 47 

1.13 发送消息 

填报单位可向指定的其他填报单位或管理员发送消息，也可查看其他用户发送给自己的

消息。用法和邮箱相似。 

中点击右上角的“ ”，系统弹出“通知管理”窗体，界面中列示出了所有未读取的消

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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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48 

点击 “发送新消息”，系统显示通知信息填写窗体，如下图所示： 

 

图 2- 49 

输入该消息的各项信息，点击“发送”，即可将消息发送给指定的用户。发送消息时也

可以携带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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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操作 

1 登录 

【基本操作】 

在 IE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 i@Report 报表服务器的地址，出现如图 1-1 所示服务器首

页面： 

 

图 1-1 

在图 1-2上界面输入登录服务器的账号，系统会自动提示用户可供选择的登录类型，界

面如下图所示： 

 

图 1-2 

选择正确的类型后，输入登录密码，点击后 即可登录到服务器，如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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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示是汇总户登录后的界面。 

 

图 1-3 

在图 1-2界面上输入的用户名或密码如果不正确，系统将提示如下图界面所示： 

 

图 1-4 

请核对用户名和密码后重新登录。 

成功登录服务器后，系统将显示相应任务组中的任务列表。汇总户可以通过此界面选择

任务、查看通知、发布公告等操作。 

点击图 1-3 页面右上角的 ，则注销当前登录用户，并返回到登录图 1-1 界面；点

击图 1-4登录界面按钮 ，弹出界面如图 1-5，可以注册一个新的用户。 



汇总户操作手册 

-3- 

 

图 1-5 

2 选择任务 

在图 1-3界面上，报表任务列表中显示了登录服务器后的所有任务，如下图所示： 

 

图 1-6 

在图 1-6界面中上方显示的是工具栏与快捷按钮，主界面显示了当前用户下级所有已上

报数据的单位列表。通过使用快捷按钮，可以实现刷新、删除、查询、导出列表显示结果和

定位。当左键单击某一个用户时，在界面左边将显示单位列表，右边显示该单位报表具体的

数据。 

单位列表 
工具栏 

快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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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3 查看、统计上报情况 

3.1 查看上报情况 

【基本操作】 

点击菜单【查看｜已报】，在单位列表中显示本期已上报数据的报表户。 

点击菜单【查看｜未报】，在单位列表中显示本期未上报数据的报表户。 

点击菜单【查看｜全部】，在单位列表中显示本期所有的报表户。 

点击菜单【查看｜填报中】，在单位列表中显示本期将数据保存到服务器上但未上报的报

表户。 

点击菜单【查看｜等待审批】，在单位列表中显示本期等待审批的报表户。 

点击菜单【查看｜显示序号】，如果打钩，系统自动对列表加上序号。 

点击菜单【查看｜仅显示未通过审核】如果打钩，在单位列表中显示本期所有将数据保

存到服务器上但未通过审核的报表户。 

点击菜单【查看｜仅显示通过审核】，如果打钩，在单位列表中显示本期所有将数据保存

到服务器上并已经通过审核的报表户。 

【单位列表状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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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在上图的单位列表中，用户可用鼠标左键点击每一栏边缘调整列宽。 

单位名称和单位代码是蓝色字体时表示此用户已上报当前报表期数据；灰色则表示此用

户还未上报当前报表期数据，如果是汇总单位表明还没有产生本期汇总数据。 表示数据

未被锁定，可以进行修改； 表示数据被锁定（被本级或上级或管理员锁定），不能进行修

改； 表示该数据未通过审核； 表示数据通过审核审批； 表示数据填报中。 

用户在树形显示中，选择某单位后，点击鼠标右键可成批勾选不同节点。 

 

图 1-9 

3.2 查看上报审核统计情况 

下级单位上报数据后，上级单位可以很方便地统计出所有应该上报数据的单位中，哪些

已上报，哪些还未上报数据；并可统计出已上报数据的单位中哪些已通过审核，哪些还未通

过审核。 

只有汇总单位才可以查看上报审核情况统计。 

要查看下级单位的上报和审核情况，可在图 1-7所示页面中点击菜单【工具｜上报审核

情况统计】，工作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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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在图 1-10 中我们可以选择需要统计的上报情况的具体内容，包括：应报户数、已报户

数、未报户数。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高级选项”，进一步的对统计内容进行选择，点击“高级选项”后的

界面如下图。 

 
图 1-11 

可以选择对审核情况、锁定情况和审批情况进行统计。 

根据需要选择好项目后点击上图中的“查询”即可看到统计的结果了，让我们来看看统

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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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在图 1-12 界面点击“安徽省合肥市国税局” 显示出“安徽省合肥市国税局” 直接下

级机构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1-13 

点击图 1-13 界面中“安徽省合肥市国税局”的下级机构单位名称“合肥市瑶海区国家

税务局”，就会显示“合肥市瑶海区国家税务局”本级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1-14 

点击图 1-14 醒目中应报户或者已报户中的数据，就会显示“合肥市瑶海区国家税务局”

直接下级的数据上报和审核通过了的数据统计。 



汇总户操作手册 

-8- 

 

图 1-15 

如果我们在结果中点击醒目的单位名称“安徽省 XXX 总公司”则会弹出一个窗口，并显

示出“安徽省 XXX 总公司”的具体填报的数据，  

 

图 1-16 

在图 1-15中我们可以通过标签的选择来查看相应的统计结果。 

如果需要将统计结果导出，则点击上图中的“导出 excel表”，根据向导进行下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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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式浏览、代码组浏览 

每一个任务，都会定义很多公式和代码组，如何才能查看所有的公式和代码组呢？【查

看】工具下面，就有公式浏览和代码组浏览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 1-17 

点击图 1-17 界面中菜单【工具 | 公式浏览】后，就会弹出公式浏览窗口，对公式的类

型作了一个详细的分类，您可以轻松准确的找到想要查看的公式，如下图所示： 

 

图 1-18 

点击图 1-17 界面中菜单【工具 | 代码组浏览】后，就会弹出代码组浏览窗口，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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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代码组名称: 界面左边显示任务下所有代码组名称，点击可以在右边看到代码组内容，

通过右边的标签页可以切换查看方式。 

文本显示: 以文本列表显示所有代码组内容，为减轻服务器压力，超过 500行的内容将

不显示。 

树形显示: 以树形方式显示代码组内容，可以逐级展开代码。 

3.4 报表优化 

登录汇总户后，查看报表数据时，可以对查看的报表显示进行一些优化，如下图所示： 

 

图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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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点击菜单【查看 | 报表 | 数据变更日志】，查询数据变更的信息，例如，报表期的变更。 

点击菜单【查看 | 报表 | 关闭计算公式】，用来控制计算公式的开启和关闭。 

点击菜单【查看 | 报表 | 任务填报说明】，显示填报任务的说明信息与要求。 

点击菜单【查看 | 报表 | 表元填报说明】，报表中表元的填报说明。 

点击菜单【查看 | 报表 | 不显示零值】，报表中零值不显示。 

点击菜单【查看 | 报表 | 行列号】，报表的行列序号。 

点击菜单【查看 | 报表 | 状态条】，鼠标移动中，状态栏中显示表元的信息。 

点击菜单【查看 | 报表 | 显示表元锁定状态】，显示报表表元是否锁定。 

点击菜单【查看 | 报表标签显示 】，报表标签中显示报表名称、简称、标题。 

点击菜单【查看 | 表元移动方向】，表元移动时，根据选择决定行列优先级。 

点击菜单【查看 | 更多 | 冻结】，选中需要被冻结的行列，点击"冻结报表"，报表被冻

结。 

点击菜单【查看 | 更多 | 缩放】，调整报表显示的大小。 

点击菜单【查看 | 更多 | 打印】，调整报表打印预览，打印的设置等信息。 

4 数据录入 

【基本操作】 

汇总户不仅是对基层的数据进行审核、计算、和汇总，汇总户还可以录入基层户数据，

也可以录入自身或者下级汇总户的数据，如图 1-21： 

 

图 1-21 

4.1 汇总户录入 

假设，当前登录的是汇总户为 340000，要录入直接下级“****”的数据，点击“录入汇

总户”，在弹出来信息窗口输入相应的汇总户信息，点击确定，如图 1-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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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打开 340100瑶海区国税局的信息表，可以在信息表录入一些相关信息，如图 1-23和图 

1-24是汇总户以【嵌入式查看】和【弹出新窗口查看】两种方式，以何种方式查看要依据管

理员对任务属性中的“汇总户页面报表数据查看方式”的设置而定： 

 
图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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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录入完成后，切换到其他户时，系统提示是否需要上报，如下图所示： 

 

图 1-25 

【注意】 

只能录入非汇总表元的数据，如果录入自动汇总表元的数据，系统就会提示： 

 
图 1-26 

【友情提示】 

若管理员对任务属性进行相应设置后，用户可能只能录入未上报状态的直接下级汇总户

数据或不能填写不在报表户列表中的汇总户。若希望能够填写，请联系管理员修改任务属性

“汇总户可以上报不在单位列表中的报表单位的数据”，“汇总户可以上报、修改下级数据”。 

4.2 录入基层户 

有时，基层户的数据需要汇总户来录入，这种情况下，就要使用编辑下的“录入基层户”

这个功能。 

在弹出来的窗口中输入直接下级基层户的代码，或者点击单位列表左上方的按钮 ，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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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小提示】 

若管理员对任务属性进行相关设置后，用户可能不能进行以下操作： 

1、录入的数据必须是报表户列表里的单位； 

2、只能录入直接下级基层户的数据。 

如果不能进行，系统就会给出以下提示： 

 

图 1-28 

当用户输入的代码不符合规范，会出现以下提示： 

 

图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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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置录入界面 

当汇总户通过【编辑|录入】来录入下级汇总户或基层户时，系统默认的填报界面如下图： 

 

图 1-30 

通过修改任务属性可以设置汇总户录入数据的界面，汇总户可进行模糊匹配来录入报表

户数据，如下图所示： 

 

图 1-31 

具体的设置方法是： 

用服务器管理员的帐号进入任务属性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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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需要修改的属性有： 

新增报表户来源：用于定义下拉列表中可供选择的所有的户。数据源有三种类型：服务

器代码组、任务代码组、数据库表。点击“编辑”后，出现如图 1-33 界面，配置后点击保

存。 

 

图 1-33 

录入时调用的事件：如 com.sanlink.oem.eibc.AppendBbhListenerImpl，配置后当汇总

户录入下级数据时执行初始化数据的功能。  

5 修改报表期 

【基本操作】 

如果下级用户上报数据后，发现报表期报错了，汇总户可对其进行修改，菜单【编辑 |

修改所选报表期】，如图 1-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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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选择“修改所选报表期”后进行下一步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 1-35 

确定后将会提示：修改成功。 

操作完成后，系统将选择用户的当前报表期的数据剪切至目的报表期里。 

6 报表户管理 

需要修改汇总户自身或下级用户信息时，可以使用此菜单，点击【编辑｜报表户管理】，

出现图 1-36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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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在图 1-36界面点击按钮“属性”后出现以下窗口，修改用户信息。 

 

图 1-37 

上级代码：即本单位的上级单位的代码，上级代码必须是单位列表中存在的汇总单位。

如果要增加的报表户是某个汇总节点的下级，应填入此汇总节点的代码；“--”表示根节点代

码。通过上级代码，可使报表户形成正确的上下级关系。 

报表户代码：新增机构是显示即要新增的下级单位代码，修改机构时表示需要修改的机

构代码。 

●名称：即用户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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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密码：即登录任务组时的密码。 

其余就是单位的其他信息，可根据需要填写。 

根据需要在对话框中输入相应的单位信息后进行修改，修改后点击“确定”，成功修改，

如果汇总户密码丢失，请联系管理员进行密码初始化。 

在图 1-36 界面点击按钮“下级”显示汇总户下级用户用户信息，汇总户可以修改下级

用户的信息。 

点击菜单【工具 | 用户账号】可以修改当前登录户的信息，报表户的修改不支持多户同

时修改。 

7 数据计算 

7.1 批量计算 

【基本操作】 

各下级单位填报完报表数据并将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汇总户可直接在服务器页面上成

批计算数据。 

此功能的作用是成批计算报表户数据，比如：任务的公式在本地更改后重新发布到服务

器，此时将下级数据重新计算后可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图 1-38 

汇总户登录服务器后，点击进入某一任务，在单位列表中勾选需要计算的报表户,点击图 

1-38中菜单【计算 | 计算选择报表户】，系统会自动计算所选择报表户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图 1-39 

如果需要计算所有报表户的数据则不需在单位列表中勾选用户，直接点击上图中的【计

算 | 计算全部报表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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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相当于一个计算器，可以自己定义临时的计算公式，系统会计算出结果。 

 
图 1-40 

例如：需要求出图 1-40所示基层户信息表 B2表元的值，首先选择这个单位，点击【计

算/计算公式】，系统就会弹出计算器窗口，在计算公式文本框输入 B2，点击“计算”，就可

以算出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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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初始化数据 

如果发布到服务器上的任务定义了报表初始化数据方案，就可以在服务上实现初始化数

据，如图 1-42所示： 

 

图 1-42 

点击计算下面的“初始化下级”或者“初始化选择”，可以实现不同方式的初始化。 

 

图 1-43 

以初始化下级为例，选中某一个汇总节点，点击“初始化下级”，系统就会弹出如下提示

框，要求您确认是否初始化，如图 1-44： 

 
图 1-44 

点击确定以后，系统就自动进入初始化状态，初始化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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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如果只是对某一个报表户的变长表进行初始化，也可以通过右键菜单“初始化数据行”，

如下图所示: 

 
图 1-46 

8 审核 

8.1 数据批量审核 

8.1.1 详细审核 

【基本操作】 

详细审核包括单户审核和多户审核，该功能只有汇总户可以使用，基层户没有此功能。 

各下级单位填报完报表数据并将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汇总户可直接在服务器页面上成

批审核报表数据。 

汇总户登录服务器后,点击进入某一任务，选中需要计算的报表户，点击中的“审核 | 批

量审核”，系统会弹出选择审核范围对话框，如图 1-47进入详细审核页面，在该对话框中，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审核范围”，“审核级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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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 

点击下一步，可进行审核公式的选择设置，系统提供了“全选/不全选”，“收/展开节点”,

两个选择框,以方便用户进行审核公式的选择。 

 
图 1-48 

设置好审核公式之后, 继续点击“下一步”按钮，系统弹出选择输出信息对话框，通过

该对话框用户可以随意选择想要输出的审核信息。同时，还可以选择审核前是否计算报表户

数据，如图 1-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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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9 

这里需要选择输出信息的选项。 

内容 说明 

显示明细 
设置输出的审核提示信息的选项。 

 显示审核公式提示文字：在审核提示信息中，审核公式将以文字的方

式显示出来。 

 显示审核审核公式：设置在审核提示信息中是否显示审核公式。 

 显示相关指标：是否在审核提示信息中显示公式中的相关指标。 

 显示详细提示：是否显示审核公式表达式左右表达值的值及左右差额。 

只显示审核名单 选择此项后，将只显示未通过审核的单位名称，而不显示审核详细信息。 

查看审核信息 可通过点击菜单“审核｜查看审核信息”来查看审核提示信息。 

审核公式和审核输出形式都设置好了，点击图 1-49界面按钮“开始”，系统会自动开始

审核，并将审核结果显示在审核进度对话框中，如图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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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0 

在审核详情中，红色显示的为强制性审核公式，必须修改。 

如果需要，可以将审核结果以文本形式或 EXCEL形式保存起来。 

如果需要重新审核，只需要点击“重新开始”，即可回到选择审核范围界面，重新进行审

核。 

8.1.2 浏览审核信息 

审核结果产生后，如果要查看下级单位的审核信息，可在单位列表中选择一家单位后，

点击中的【审核 | 查看审核信息】按钮，系统会弹出浏览审核信息页面，或者点击单位列表

旁边的审核按钮 ，如图 1-51所示： 

在弹出的浏览审核信息页面，点击相应的审核结果，在下方的窗口会出现该审核结果对

应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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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 

注: 一次只能浏览一个单位的审核信息。 

汇总单位在浏览审核信息的页面中，点击菜单“导出审核信息”，系统自动将审核信息导

出为一个文本文件。 

8.2 数据单户审核 

汇总户也可以用“批量审核”审核单个用户的数据，或者直接点击菜单【审核】，审核当

前用户显示的数据 

 

图 1-52 

如果存在尚未通过审核的报表，系统将弹出列表框，列出所有未通过审核的条目，如图 

1-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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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汇总户可将每一条审核信息相关的表元逐个地进行修改，直到正确为止。 

9 审批操作 

【基本操作】 

审批功能只针对汇总户或服务器用户，审批操作根据服务器的设置不同可分为两种界面

显示：下面介绍汇总户审批操作： 

用正确的用户登录服务器，选择相应的任务后出现的是等待审批用户列表界面： 

 
图 1-54 

进入图 1-54 所示界面，点击报表户代码，系统将在新窗口中打开任务中的报表,点击菜

单【审批】出现如下图所示： 

 

图 1-55 

或者在嵌入式界面点击菜单【审核 | 审批】如下图所示： 

 

图 1-56 

点击菜单【审核 | 审批】，系统弹出对话框，要求审批用户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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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 

此界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为信息栏，分别列出了当前审批流程状态和历史审批意见。

下面为输入框和按钮，可以输入当前审批意见，并选择 和按钮 。 

如果要使当前数据通过审批，点击，系统将如下图提示： 

 
图 1-58 

如果退回当前数据，点击 按钮，系统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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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 

点击“确定”按钮，则当前数据将不能通过审批，且数据将被退回填报人。 

如果审批户不是第一级审批户，即填报户的数据已被前一级审批过，等待这一级的审批

时，审批界面在的基础上多一个选项“退回重审”，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1-60 

点击“退回重审”后审批户将填报户的数据退回给报表户，并对数据解锁，报表户需要

检查修改自己的数据重新上报，上报后审批流程从头重新开始。 

注意：数据退回和退回重审的区别在于，数据退回指退回再次上报后由退回者审批，

继续原来的流程，而退回重审指退回再次上报后由流程中的第一个审批者审批，即从头开始

重新审批。如第三级审批时选择了“数据退回”基层用户修改了数据后直接由第三级审批用

户进行审核即可，但如果选择了“退回重审”则需要第一级、第二级审批用户依次重新进行

审核。 

10 数据汇总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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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下级单位填报完报表数据并将数据上报到服务器后，汇总单位可直接在服务器页面上

汇总报表数据。汇总的方式可分为汇总全部和选择汇总，下面我们来一一进行介绍。 

10.1 汇总全部 

汇总全部就是将一套报表中所有的报表进行汇总的操作。 

【基本操作】 

在图 1-6中点击“汇总”，会弹出一个下拉菜单，选择其中的“汇总数据”，会弹出如图 

1-61界面： 

 

图 1-61 

在图 1-61左侧的列表显示了存在数据的报表期，默认勾选当前报表期，可以进行多选。 

层层汇总：如果当前汇总户有多层下级,选中该选项,系统会从最基层的用户开始一层层

汇总,直到汇总出当前汇总户的数据为止;利用该选项,汇总户可以一次产生多级下级汇总户

的汇总数据。 

汇总后将数据保存到服务器：勾选该选项后，系统在层层汇总的过程中会对基层户数据

进行汇总，并将汇总数据保存到服务器，汇总节点的上报状态变为填报中，该选项默认勾选。 

选项勾选完毕后点击 即开始进行汇总操作，汇总完成后如图 1-62所示： 

 
图 1-62 

点击“详情”，显示此次汇总的详细信息，如图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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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我们可以点击“查看”来查看汇总后的当前期数据。 

10.2 选择汇总  

“选择汇总”是对满足条件的企业的部分报表进行汇总的操作。 

【基本操作】 

在点击“汇总”，会弹出一个下拉菜单，选择其中的“选择汇总”，会弹出如图 1-64 界

面： 

 

图 1-64 

在上图中可分为三个部分： 

绿色区域：单位代码、单位名称的维护，选择汇总后的数据不是存放在主数据集中，而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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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选择汇总数据集中，这里维护的就是存放到选择汇总数据集中的单位代码、

名称。 

蓝色区域：设定过滤条件，使满足条件的企业数据参与汇总，可以在过滤条件中输入： 

红色区域：显示了存在数据的报表期，默认勾选当前报表期，可以进行多选。 

点击图 1-64 中的“报表”标签，界面如图 1-65所示： 

 

图 1-65 

在图 1-65中可以对参与汇总的报表进行选择，默认勾选所有报表。XXB（信息表）是必

须参与汇总的，不可取消勾选。 

所有的选项都设定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开始进行汇总操作，汇总完成后会在主界面中

显示出汇总的结果。 

 
图 1-66 

系统将会弹出提示，如图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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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7 

点击界面上“确定”，弹出窗口如图 1-68： 

 

图 1-68 

点击界面“详情”，可以查看操作的具体信息，如图 1-69所示： 

 

图 1-69 

点击完成后，可以在【工具 | 切换数据集| 选择汇总】里查看汇总的数据。 

 

图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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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据管理 

1 数据锁定与解锁 

1.1 功能菜单 

登录汇总户管理界面菜单【锁定】，该菜单下面有 4个子菜单，分别为如图 2-1： 

 

图 2-1 

1.1.1 锁定全部户 

执行锁定当前报表户所有下级报表户数据。 

 

图 2-2 

1.1.2 锁定选择户 

执行锁定当前已经勾选报表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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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1.1.3 解锁全部户 

执行解锁当前报表户所有下级报表户数据。 

 

图 2-4 

1.1.4 解锁选择户 

执行解锁当前已经勾选报表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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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 数据集管理 

所谓报表数据集，就是指某个任务某个报表期中的报表数据的集合。一般数据集中有舍

位平衡数据集、选择汇总数据集、同户数据集和普通数据集。相对于其它数据集，包含全部

数据的报表数据集合称为主数据集。 

这里指的是汇总户界面里的数据集菜单，如图 2-6： 

 

图 2-6 

2.1 切换数据集 

上图中列出的是当前系统中存在的数据集，通过单击切换到其它的数据集下级菜单中，

当前数据集用灰色汉字表示。 

2.2 复制数据集 

图 2-7显示的是将勾选的数据复制到其他的数据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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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3 应用到其它报表期 

下级单位在填报数据时，如果某些数据在其他报表期也是一样的，不需要打开每个报表

期去逐个修改，只需要在图 2-8击菜单【编辑｜应用到其他报表期】可以将数据同步到其他

的报表期中。 

 
图 2-8 

点选一户企业并打开数据填报界面，先选择需要修改的表元，再点击“应用到其他报表

期”按钮，系统弹出对话框，列出了四种选择方式，上报数据的所有报表期，如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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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3.1 应用到所有其它报表期 

指将现有的数据覆盖到其他全部的报表期中，也就是全部报表期数据都一样； 

3.2 应用到当前报期之前的报表期 

将现有的数据覆盖到此报表期之前的已报的报表期中。 

3.3 应用到当前报期之后的报表期 

将现有的数据覆盖到此报表期之后的已报的报表期中。 

3.4 应用到选择的报表期 

将数据覆盖到指定报表期中，选择此项后，点击确定按钮，会弹出选择报表期的窗口中，

如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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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勾选需要应用的报表期，点击确定按钮。 

4 工具 

【功能说明】 

工具菜单中提供了许多非常有用的功能，将原来单机版上的功能引用过来，利用工具菜

单中的功能大大方便了用户的操作，对用户进行数据操作提供了便捷的方式，大部份功能不

需要将数据读到单机版中操作而直接在页面上操作。 

 

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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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修改上级代码 

用户通过【工具|修改上级代码】，可将选择的报表户重新指定一个上级，如图 2-12： 

 

图 2-12 

点击后，弹出如图 2-13下菜单： 

 

图 2-13 

在图 2-13界面“修改为”后面输入新指定的上级代码。  

同步修改任务数据表中的上级代码：若不勾选此选项，系统只修改报表户管理中该报表

户的上级代码。勾选此选项，将同步修改此单位信息表的上级代码。 

4.2 数据导入导出 

点击图 2-14 界面上点击【工具 | 数据导入导出】，可以进行数据的导入导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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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4.2.1 导出 xls 空表样 

点击菜单【工具 | 数据导入导出｜导出 xls空表样】，弹出图 2-15界面： 

 

图 2-15 

点击“下载”，弹出图 2-16对话框； 

 
图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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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需要点击按钮，一般点击“保存”即可。如本机上安装有其他下载软件弹出的

界面可以与上图不同，可酌情点选设置。保存后打开下载的 Excel 文件，可以查看到没有数

据的表样。在导出空的表样后，填上数据再利用“导入 Excel”的菜单，将数据上报到服务

器。 

4.2.2 导出 Excel 

可以将已填报的数据导出到 Excel文件中，以便在 Excel中进行数据处理和打印，也能

够将导出的 Excel 进行数据修改后，再通过“导入 Excel”菜单，将数据上报到服务器中。

特别是在插件填报不起作用而不想安装填报软件的时候，此项功能尤为有效。 

点击“导出”菜单后，弹出以下窗口中，有 4个选项，默认情况下为：“所有单位的报表”。 

 

图 2-17 

现选择“已选择的单位的报表”，如果在列表没有勾选单位时，此选项将会是灰色不可选

择状态；勾选单位后，选择“已选择的单位的报表”，点击“下一步”，如图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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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选择需要导出的报表，如需要全部的报表，请勾选“全部选中”，再点击“下一步”。 

 

图 2-19 

弹出命名窗口中，当导出的数据有多户时，且需要每户一个文件时，文件名称按照一定

的规则进行自动命名，在窗口的下方有详细的说明文字，如需要更改命名时请仔细阅读说明。 

先不作更改，保持默认值，点击“下一步”。 

 

图 2-20 

报表提供三种保存方式：“一户数据一个 excel文件”、“相同报表保存为一个 Excel文件”

以及“一个报表保存为一个 excel文件”，一户数据一个文件的方式经常用，而第二种方式用

在作数据分析中，以对比不同的报表户数据，最后一种方式是为个别需求提供的。 

选择默认的设置，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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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弹出报表期的对话框，勾选需要导出的报表期，点击“下一步”，如图 2-22： 

 

图 2-22 

此时数据开始在后台进行打包，如数据量较多的情况下，需要耐心等待， 

打包完成后，会提示“已完毕！”，此时点击“请点击此处下载数据包”，可以将刚才打包

的数据下载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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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点击“保存”按钮，将包下载下来。打包的数据为 zip压缩方式，下载后需要解压缩后，

才能打开 Excel文件。 

 

图 2-24 

以上弹出窗口可能会因为客户机安装的下载软件不同，而界面不一致，请酌情点击将数

据保存到本地。 

4.2.3 导入 xls 

可以将事先导出的空 Excel或带数据的 Excel填写完成后上传到服务器中来，点击菜单

【工具 | 数据导入导出｜导入 Excel】，弹出图 2-25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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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在‘请选择用哪一个脚本导数据’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脚本，修改 bbq,btyp,userid

三项后可正常导入。 

对于语法不太熟悉的用户可以参看帮助按钮，会打开帮助页面，仔细阅读内容，再动手

修改脚本。有经验的用户可以目测语法是否正确，系统还提供了简单语法检查功能，点击“语

法检查”按钮，如正确提示如图 2-26窗口。 

 

图 2-26 

脚本检查正确后，需根据实际情况勾选“置为上报状态”，若勾选表示导入成功后数据将

自动上报，不勾选表示导入成功后数据保存在服务器上而不上报此数据。 

完成以上操作后，点击“下一步”，弹出图 2-27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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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 

点击“浏览”按钮，指定正确的文件，再点击“打开”按钮。 

 

图 2-28 

如果导入的数据在服务器中已经存在，会弹出下图所示的对话框，根据需求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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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点击“下一步”后，会出现等待读取的提示，如数据量较大，需要耐心等待，直至出现

以下窗口，提示如下图表示数据导入成功，若提示“保存失败”，请检查 excel文件内容是否

与脚本一致，修改正确后，再进行读入。。 

 

图 2-30 

4.2.4 导出数据 

将上报的数据导出到本地，导出后生成的为 pat 的数据包，以便于与单机版软件或其他

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 

点击菜单【工具 | 数据导入导出｜导出数据】后，弹出如下窗口，以导出“已选择的单

位的报表”为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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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选择“已选择的单位的报表”之前，要先在左边报表户列表中勾选所需导出的单位，否

则此项将是灰色不可选择的状态，点击“下一步”后，出现如下窗口： 

 

图 2-32 

选择所需导出的报表期，点击“确定”按钮，出现等待提示： 

等待完成后，点击“请点击此处下载数据包”将数据下载到本地。下载后的文件是一个

zip压缩包，还需要解压后才能还原为 pat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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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4.2.5 导入数据 

点击菜单【工具 |数据导入导出 |导入数据】，弹出导入数据窗口，如下图所示： 

 

图 2-34 

窗口中提示选择保存目标数据集，一般按默认的选项：“按文件信息自动保存到相应数据

集”即可。点击 “选择文件”弹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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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选择了正确的 pat文件后，点击“打开”按钮，文件框中会出现具体的路径。如下图： 

 

图 2-36 

点击“下一步”按钮，出现等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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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所需上传的数据包完成后，点击“开始读取”按钮。 开始读取后，出现等待窗口，如

下图： 

 
图 2-38 

读入完成后，提示“已完毕！”，且可以点击“请点击下载日志文件”，查看下载情况。关

闭窗口后，左边的报表户列表一般会自动更新，会看到界面会闪一下，如果导入数据中的报

表户在以前不存在，列表会自动添加此报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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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 

4.2.6 导出 xml 数据 

点击菜单【工具 | 数据导入导出 | 导出 xml数据】弹出界面图 2-40： 

 

图 2-40 

系统有默认的导出格式界面， 点击“导出”，弹出对话框图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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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根据汇总户自身的需求，选择报表期设定、过滤条件、作用范围、报表户类型等过滤方

式，点击“导出”，进行数据的导出；如果数据比较多，就出现界面图 2-42： 

 

图 2-42 

数据导出完成后，如图 2-43点击“请点击此处下载数据表”，选择路径下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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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点击图 2-40 界面上“编辑”可以查看或编辑系统默认的导出格式如图 2-44； 

  
图 2-44 

也可以点击图 2-40 界面按钮 ，新增一个 xml 导出方式，如图 2-45 编辑 xml 语

句，测试正确后，在进行导出 xml数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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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4.2.7 导出标准数据 

点击菜单【工具 | 数据导入导出 | 导出标准数据】弹出如下图所示界面： 

 

图 2-46 

导出标准数据首先要选择要导出的数据字段，有以下两种选择方式： 

导出全部： 导出所有报表的所有数据表元字段 

导出选择：可自由选择任意的数据表元字段 

现在以导出选择为例，选择“导出选择”后，页面显示如图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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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该界面显示了含有数据表元的所有报表，每个报表对应一个单独的标签页，每个标签页

后的数字代表已勾选的表元。 

用户可通过“全选”、“全不选”、“CSV 属性”、“高级”来批量选择或取消表元。 

其中，当选择 CSV属性中的一个时，将批量选中该属性包含的所有表元；点击“高级”，

可通过表达式来批量选择导出的表元，如图 2-48， 

 

图 2-48 

输入表达式必须在当前报表中内存在, 至少需要包含一个数据表元, 输入后点击确认。 

可输入单个表元，如 C3 

可输入一列，如 C3:C7，表示选择 C7、C8、C9、C10、C11、C12、C13 

可输入一个数据块，如 C3：E7，表示从 C3为左上角，E7为右下角所组成的区域 

选择完指标后，选择“下一步”，进入图 2-49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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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9 

报表期选项：“导出当前报表期”、“所有已报报表期”、“定制期”。当选择“定制期”，将

显示上图红色线条圈中区域，可输入或通过 选择要导出数据的起止报表期。可勾选导出的

数据是否需要“列出报表期”。 

报表户选项：“导出当前报表户下级”、“已选择报表户”、“已选择报表户及下级”。若用

户未选择报表户，后两项不可用。 

用户可自行勾选是否“导出汇总户”、“列出报表户代码”、“列出报表户类型”。系统默认

不勾选“导出汇总户”。 

其他选项：包括“表头文字选项”、“文件名称选项”和“变长表选项”。 

表头文字即导出的文件标题栏文字的内容； 

文件名称：即导出后的文件名称；系统提供的两个选项“报表详细名称”、“报表代号”

中，用户必须至少选择其中一项 

变长表选项：即导出变长表时，是否列出合计行。 

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执行导出标准数据功能， 



汇总户操作手册 

-59- 

 

图 2-50 

导出成功后，需要点击“下载 CSV 数据”将数据下载到本地，点击“完成”关闭此对话

框。 

4.2.8 导入标准数据 

点击菜单【工具 | 数据导入导出 |导入标准数据】，弹出图 2-51界面： 

 

图 2-51 

用户可以参考标准数据的格式说明，以及导入数据后是否将数据状态置为已上报，然后

通过浏览添加一个 CSV数据包，添加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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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在图 2-52勾选需要导入的 csv格式的包，点击“开始读取”，如下图所示： 

 

图 2-53 

完成后，可通过界面上方 下载日志文件。 

4.3 企业代码重码检索 

菜单的显示条件为：该任务的信息表中必须含有详细名称为"企业国地税属性"的表元。 

系统默认菜单位于 汇总户任务操作界面-〉工具-〉企业代码重码检索。该菜单的配置的

函数名：duplica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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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单 的 配 置 脚 本 为 ： <duplicatesearch caption=" 企 业 代 码 重 码 检 索 " 

cmd="duplicateSearch()" img="opt_search.gif" /> 

当有重码数据存在时，界面如图： 

 

图 2-54 

下面分别介绍 4个标签页的罗列规则：（注：用户 ID的前两位是所属税务机关的省代码，

从第 8位开始是企业法人码）  

 自动处理 

企业法人码相同,所属税务机关省代码不同,其国地税属性一户为国税另一户为地税,单

位名称完全相同。自动处理指的是在点击"数据合并处理"按钮时，该标签页下所有的数据将

全部被合并。 

 高度疑似重码 

企业法人码相同,所属税务机关省代码不同,其国地税属性一户为国税另一户为地税,单

位名称高度近似。（高度近似是指字符串中带有"有限责任公司"等同于"有限公司"，带括号等

同于没有括号，全角的空号等同于半角的括号。例如："某某有限责任公司" 和 "某某有限公

司"，"某某（武汉）办事处" 和 "某某武汉办事处" 都属于高度近似） 

 疑似重码 

企业法人码相同,所属税务机关省代码不同,其国地税属性一户为国税另一户为地税,单

位名称不同。（单位名称不同是指其字符串完全不匹配，并且不满足"高度近似"的条件。例如：

"某某集团" 和 "某某公司"） 

 其他 

以上情况剩下的，企业法人码相同,所属税务机关省代码不同。 

 数据合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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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税企业的"企业国地属性字段""改为"11"，将地税企业加入地税数据集，同时删除掉

主数据集下该户地税数据。如果数据库主键重复，覆盖掉之前的数据。 所有属于"自动处理"

的数据，将一次性被处理掉。"高度疑似重码"、"疑似重码"、"其他"，通过界面上面的勾选

项处理。  

 导出 EXCEL 表 

将列出的重码数据导出为 EXCEL文件，供用户备份。 

4.4 邮件催报 

在服务器中邮件催报配置成功后，汇总户便可使用邮件催报功能了，邮件催报通过给用

户发送邮件来提醒其尽快完成任务的填报工作。勾选需催报的报表户，点击【工具|更多|发

送邮件】，弹出【发送催报邮件】对话框，如图 2-56所示，该对话框内需设置以下内容。 

标题：发送邮件的主题。 

邮件模板：选择需使用的邮箱模板，当系统没有设置邮箱模板时，此处为空。 

内容：当不使用模板时，输入邮件内容，可输入报表户 id与名称，报表期及产品名，其

中，<id>代表报表户 id，<name>代表报表户名称，<bbq>代表报表期，<product>代表产品名；

当使用模板时，此处显示模板内容，支持修改显示的内容。内容不允许为空。 

发送选项：勾选发送选项，邮件将发送至满足任一勾选选项的报表户，包括以下选项：

未通过审核、未上报、填报中的报表户、包括下级的下级。例如，勾选“未通过审核”与“未

上报”这两个选项后，系统将向未通过审核的报表户与未上报的报表户发送邮件。 

 

图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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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 

催报成功，弹出【信息】提示框，如图 2-57所示。若催报失败，系统将提示发送详情，

如图 2-58所示。 

 

图 2-57 

 

图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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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示】 

邮件发送成功后，可登录服务器邮箱查看已发送成功的邮件。 

4.5 短信催报 

在正确配置了短信服务器的条件下，可以使用短信催报的功能，来通知用户一些系统事

件的发生，如未通过审核用户要求重填，未上报的用户要求上报等，如下图： 

 

图 2-59 

 短信内容 

填写需要发送的短信文字，由于各种设备和电信运营商的各种限制，该短信内容不得超

过 200个字符，该短信内容可以为空，为空时，系统会自动根据催报原因及任务名字生成一

段消息内容：您在 i@Report上的任务 2008年税收电月报(省局)的 2008年 12月的数据没有

上报(北京市国税局)请尽快登陆处理。 

 未上报 

表明催报未上报的报表户。 

 未通过审核 

表明催报未审核通过的报表户。 

 包括下级的下级  

是否递归发送所选报表户的下级。  

 填报中的报表户 

正在填报数据的报表户。 

点击“确定”按钮后，如果发送失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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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0 

发送成功后，如下图： 

 
图 2-61 

注意：此处发送短消息，程序只保证发送短信中间件接口，发送短消息有日志记录。                                                                    

4.6 数据结转 

数据结转：是指在定义了关联任务并在运行系统里做了任务对应关系（注：源任务和目

的任务都需要做任务对应关系）后，将指定的报表户的现有数据状态从源任务将数据“发送”

到目的任务的数据迁移手段。 

指定的报表户现有数据状态可能处于舍位平衡状态，点击结转，此时数据会按照平衡后

的数据进行发送。 

有两种方式可进入数据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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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汇总户登录服务器，进入任务，选择报表户，点击“工具”菜单，出现如下菜

单，数据结转在菜单靠下的位置，如下图： 

 

图 2-62 

方式二：汇总户登录服务器，进入任务，打开插件（即打开报表户数据），点击“工具”

菜单，出现如下菜单，数据结转在菜单靠下的位置，如下图： 

 

图 2-63 

选择报表户，点击【工具｜数据结转】，提示如下窗口： 

 
图 2-64 

点击“确定”按钮后，弹出“数据结转”窗口，窗口有两个选项页，分别为：“数据集”、

“报表期”。 

选项一：数据集 

按照需要将数据结转到指定的数据集中，一般情况下保持默认的“主数据集”，也可以选

择结转至目的任务中的其他数据集，其他数据集会因服务器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把选项“将数据状态置为已上报”打上勾，可以将数据结转至目的任务后置为上报状态，

这样的话，数据结转至目的任务后，就不用手动上报了。 

默认情况下，该选项不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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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5 

选项二：报表期 

将数据按需要结转到指定的报表期当中，下图中设置为关联任务到相同报表期中。 

 

图 2-66 

选项三：报表户 

将数据按需要从源报表户中结转到目的报表户中，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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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 

点击“确定”按钮后，出现等待窗口，执行完成后，出现如图 2-68提示： 

 

图 2-68 

点击“详情”按钮，查看具体的执行步骤，在出错的时候，有必要查看详情，以排除错

误，保证数据可以顺利结转。查看完毕后，点击“完成”。 

4.7 关系任务拷贝数据 

关系任务拷贝数据：当一个任务定义了关联任务，并设置了任务对应关系后，可以直接

从源任务复制数据的迁移数据。 

关系任务拷贝数据将会从源任务中将数据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 

点击“工具”菜单，出现如下菜单： 

 

图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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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按钮后，弹出“数据结转”窗口，窗口有两个选项页，分别为：“报表期”

和“报表户”。 

选项一：数据集 

 
图 2-70 

选项二：报表期 

将数据按需要结转到指定的报表期当中，下图中设置为关联任务的数据一一对应。 

如果没有指定的报表期，也可以点击“加号”，新建报表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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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 

选项三：报表户 

指定需要复制的报表户内容，如下图：  

 
图 2-72 

点击“确定”按钮后，出现等待窗口，执行完成后，出现如图 2-74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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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 

在此处可以点击“详情”按钮，查看具体的执行步骤，在出错的时候，有必要查看详情，

以排除错误，保证数据可以顺利结转，如图 2-73所示。 

查看完毕后，点击“确定”。 

 

图 2-74 

5 分析 

登录汇总户管理界面菜单【分析】，该菜单下面有三个子菜单，如图 2-75： 

 

图 2-75 

5.1 清单列表 

5.1.1 基本操作 

清单列表是一种查询表，它的特点是只将满足条件的数据罗列出来。清单列表可以将不

同报表户的某些数据集中显示在一张表上，极大的方便了用户的浏览对照和统计比较。 

用户只需选中要查询的指标项，系统自动将表元的详细名称作为清单列表的指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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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一张清单列表。 

先打开其中一户的报表，再选择需要的表元，点击菜单【分析｜清单列表】，如下图： 

 

图 2-76 

点击后弹出选项窗口，清单列表的定义包括四个部分：定义指标、高级设置、分组设置

和分析范围。 

选项一： 定义指标 

定义指标即设置一些表元或者表达式作为查询的属性、结果列出，可以直接填写，也可

以通过公式拾取控件来获得。如图： 

 

图 2-77 

点击工具条上的 ID 、NAME字样按钮可以自动添加单位代码、单位名称到指标列表中。

工具条上还有删除按钮和拾取按钮。点击拾取按钮后打开插件和所有报表，并弹出拾取指标

表元的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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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8 

此时在插件窗口区域点击表元框就可以将该表元添加到定义指标列表中，如果需要定义

一个复杂的公式作为指标，双击指标列表的指标单元并点击右侧的图标，打开公式定义向导，

编辑公式（略）。 

一个指标行包括指标、标题、统计方法、排名和排序五个基本要素，其中指标、标题可

以直接填写，统计方法、排名和排序为下拉菜单选择。 

统计方法包括无、求和、最大值、最小值、计数、平均数、百分比七个选项，根据添加

的指标选择默认为无或者求和。 

排名包括不排名、降序排名、升序排名。默认不排名。设置为排名后将增加一列排名列，

紧跟在该指标列之后。 

排序包括不排序、降序排序、升序排序。 排序结果是所有选择的排序指标的组合。如果

在指标列表中没有设置任何排序，则以用户 ID升序排序。 

在定义指标标签页界面上，可以通过鼠标的拖拽操作来调整指标显示次序，点击确定按

钮后开始清单列表的查询处理。 

选项二：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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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9 

标题是清单列表查询返回结果表格的标题栏显示文字，默认为"清单列表"; 

显示设置包括： 

 是否需要序号 

为所有明细行数据按照排序要求进行排序而得的行号，小计行和合计行没有序号。 

 是否需要合计行 

默认不勾选，勾选后将按照指标的统计方法对所有明细行数据进行汇总统计计算。 

 是否显示全部行 

默认勾选，取消勾选以后将激活返回前多少行的输入框和少于多少行不显示的勾选框。 

 返回前多少行 

指的是分组条件下每个最小子分组只显示前多少行的明细数据。 

 少于多少行不显示 

指的是分组条件下每个最小子分组必须包含至少多少条明细数据，否则不显示。 

返回前多少行和少于多少行不显示输入必须大于 0，且前者大于后者。勾选显示全部行

以后，输入设置将无效。 

选项三： 分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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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0 

工具栏依次为：“添加分组”、“删除选择分组”、“清空分组”和“编辑选择分组”。 

点击“添加分组”以后将弹出“编辑分组”设置对话框，如上图所示，分组信息包括“代

码组”名称和“分段”段数，通过下拉选择。 

“代码组”下拉选择列表列出了信息表中所有的代码表元，格式为代码组名称（代码表

元）。 

分组设置中最多可以添加二个分组。 

分组设置还包括二个选项： 

 是否需要行次 

每个最小子分组下的明细行数据按照排序要求的显示次序。每个最小子分组都是从 1开

始。 

 是否只列小计 

该选项不显示明细行数据，只显示小计结果行，该情况下没有序号和行次以及排名显示。 

选项四： 分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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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 

分析范围设置包括： 

 报表期 

包括全部报表期和自定义选择，默认当前。勾选选择以后将在右侧显示报表期列表以供

选择。 

 报表户类型 

包括基层户、汇总户和全部。 

 报表户范围 

包括所有下级、直接下级和选择报表户，默认所有下级。其中选择报表户是在清单列表

定义外指定的一组报表户。 

 过滤条件 

这里过滤条件是一个可以自定义的查询过滤条件，可以通过点击右侧图标打开公式向导

来完成。 

5.1.2 显示 

在清单列表定义确定以后服务器将获取用户的请求进行计算，返回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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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 

显示结果由一个标题和一个统计表格组成。标题文字就是我们在清单定义界面输入的字

符串。上述清单列表定义了需要序号和 4个指标，共五列结果，并返回合计行，其中第二列

和第三列没有统计方法。 

如果指标为一个单纯的代码表元，则显示为对应的代码文字而不是直接的代码，如上面

的"国家烟草专卖局"。 

合计行同明细行数据呈现不同的背景色，以示区别。 

标题文字上方有一列功能菜单： 

 刷新 

将根据最近一次的清单列表定义重新计算，并返回结果显示到页面 

 保存 

将该定义文件以标题为文件名，保存到清单列表文件夹，通过分析表管理可以找到该文

件做相关处理。见分析表管理 

 编辑 

将打开清单列表定义对话框，对定义进行修改。 

 导出 

将导出清单列表的查询结果。 

5.1.3 高级 

清单列表查询的计算可以按照分组设置、数据库 OVER()函数支持、特殊公式函数等情况

来进行如下分类处理： 

直接 SQL拼写查询方式和临时表存储查询方式。 

1. 直接 SQL拼写查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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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用一个 SQL 完成整个计算与查询工作，没有其他任何中间过程。直接 SQL拼写方式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无分组设置或者单分组设置，不能进行多分组设置 

指标表达式、过滤条件公式不包括无法直接转换成 SQL 的特殊函数，如@-1 计算、IDC

等等。 

查询中包含排名、序号、行次、返回前多少行、少于多少行不显示要求时数据库必须支

持 OVER()计算 

报表户范围为直接下级或者全部下级，不是选择报表户 

如果满足以上条件就可以进行直接 SQL 的拼写计算，拼写计算又可以按照分组设置分为

无分组和单分组二大类： 

  A.无分组 

SQL 拼写包括二部分：明细行数据查询和合计行数据查询。 

清单列表查询请求中包含参数【需要合计】决定是否进行合计行数据查询。 

明细行数据查询：首先确定是否需要序号、排名，它们是查询的复杂所在。 简单情况下

不包含，无需处理。 

如果包含，则需要： 

1.查询数据库，使用辅助列 ZBS 来将需要排名、排序的指标计算结果隔离成空值和非空

值二类 

2.序号 ZI使用 ROW_NUMBER()函数，排名使用 RANK()函数对上述查询结果进行再处理。 

3.如果需要合计行，则使用 ZJ=0表示该行数据为明细行数据。 

合计行数据查询： 

1.针对每一个数值型指标确定是否指定了统计方法，无需统计的列作为空值。 

2.对于百分比统计计算需要特殊处理，必须将分子与分母独立为二个查询列，再分别累

计后相除计算。 

3.设置合计行标志 ZJ=1，ZI=0。 

如果没有指定至少一个排序指标，则系统根据信息表 USERID_字段对明细数据进行排序，

如果存在序号，ZI将代替作为排序规则。  

最后将明细行数据查询和合计行数据查询进行 UNION ALL，按照 ZJ,ZI 或者排序列的顺

序进行排序，查询返回需要的结果。 

  B.单分组 

SQL 拼写包括四部分：明细行数据查询、小计行数据查询、其他小计数据查询和合计行

数据查询。 

因为分组设置、行次、前多少行、少于多少行不显示参数的存在，查询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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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设置需要连接代码组数据表进行联合查询，并返回代码组文字列 ZC； 

行次同序号、排名类似也是一种 ROW_NUMBER()查询。 

前多少行、少于多少行不显示参数要求对分组下的明细行数据进行 COUNT 计数再过滤显

示，大大增加了 SQL拼写的复杂性。 

明细行数据查询：除了无分组方式下的那些基本点外，还有以下处理： 

i. 左连接代码组数据表进行查询，增加 WHERE子句过滤代码组字段不是叶子的记录。 

ii. 增加代码组文字字段 ZC,来自信息表的 USERNAME_. 

iii. 增加分组依据字段 ZG 和分组辅助字段 ZT,ZG 与代码组数据表的 UPIDS 字段一一对

应，ZT=0表示为明细行数据。 

iv. 如果需要行次，或者 TOPN/MINN 计算，则增加行次字段 ZN,计算明细行数据在最小

分组中的行号。 

v. 如果存在少于多少行不显示 MINN 参数，则对上述行次进行 MAX聚集计算 ZNN并设置

条件 ZNN>=MINN. 

vi. 如果存在返回前多少行 TOPN参数，则需要增加条件行次 ZN<=TOPN。 

小计行数据查询：对上述的明细行数据按照分组设置要求进行分组聚集统计,分组有多少

层级就有多少个小计行数据查询。 

其他小计数据查询：对不再代码组中的明细行数据进行的一个单独的聚集统计，一个分

组只有一个其他小计数据查询。 

合计行数据查询：针对所有明细行数据进行汇总统计，这里的所有明细行数据指符合查

询条件的所有数据，而不仅仅是显示的明细行数据。 

直接 SQL拼写查询方式中使用到的匿名有： 

匿

名  

表示意义 

ZB  定义指标表达式的计算结果  

ZC  分组设置时的代码组文字列  

ZD  当前数据在界面显示时的缩进单位量  

ZG  分组依据列，使用代码组数据表 UPIDS 字段，个数同分组层级数一致  

ZI  明细行数据的显示顺序序号，小计或者合计行没有此值标志为 0  

ZJ  合计行标志，合计行为 1，明细行和小计行为 0  

ZL  子查询表匿名  

ZN  明细行数据在所属最小分组内的显示行次，小计或合计行没有此值标志为 0  

ZR  明细行数据按照指标 ZB进行的排名，小计或者合计行没有此值标志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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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分组辅助列，用于排列明细行数据和小计行数据的先后顺序。值为 0或者

1                                     

               
ZB

S  

序号、排名计算时需要考虑指标为空值的情况，对应指标为空值时 ZBS为 0，否则为 1  

ZN

N  

所属分组的总行数，用于少于多少行不显示的条件控制  

2. 临时表查询方式 

临时表查询方式，顾名思义，就是按照清单列表的定义请求，将数据从数据库取出进行

加工处理计算，然后存放到一张临时表中再提供外部查询。 

它主要有以下应用情形： 

多分组设置 

指标表达式、过滤条件公式包括无法直接转换成 SQL的特殊函数，如@-1计算、IDC等等。 

数据库不支持查询需要的 OVER()计算 

报表户范围为选择报表户 

一般计算过程如下： 

i. 将符合要求的相关明细行数据逐一从数据库中取出构造对应的 UserData对象，计算

后添加到临时表。 

ii. 对需要排名序号的计算，通过添加辅助列 ZBS来区分空值行和有值行，将空值放在排

列的末尾，进行空值处理。 

iii. 构造分组小计行、合计行，小计行之间按照上下级关系 parent-children组织起来，

将每一个 UserData对象的数据融入到小计行、合计行中。 

iv. 将合计行添加到添加到临时表。 

v. 自底向上将小计行添加到临时表，对于 MINN计算，当小计行下面的明细数据统计属

性 COUNT<MINN时不显示，并删除对应的明细行数据。 

vi. 删除明细行数据时根据明细行数据所属分组，对各级上级分组的明细数据统计属性

COUNT进行减去处理。 

vii. 根据临时表对序号、行次和排名进行计算，其中每个排名一次计算。 

viii. 对于 TOPN计算，删除行次大于 TOPN的明细行，并对序号进行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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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示例查询 

5.2.1 查询菜单 

 

图 2-83 

5.2.2 简单查找 

简单的查找根据匹配报表户代码和报表名称相关条件进行报表户的查找，当点击查找菜

单后，或者点击按钮 ；出现界面。 

 
图 2-84 

在单位代码和单位名称的查找条件中，提供两种字符串匹配方式，一种是使用下问号"?"，

匹配一个和任意字符，另一种是使用星号"*"，匹配 0个或多个任意字符。  

如：查找代码以 34开头的税务机关，可以在代码条件：34*，同样我们需要查找代码以

'X'结尾并且名称包含"科技"的报表户，则需要在单位代码中输入：*X,同时在单位名称中输

入："*科技"，如下图： 

 

图 2-85 

【包含汇总户】：查找的报表户中是否包含汇总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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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执行报表户查找，查找结果在右侧报表户列表中显示，此时报表户列表为查找

状态，列表上面显示出符合查找条件的报表户的户数，如果要返回全部报表户列表，那么点

击“关闭”，就可以返回到初始状态。 

在查找出来的报表户列表为单位代码条件与单位名称条件的并集，即查找结果中报表户

既满足"单位代码"匹配条件也同时满足"单位名称"的匹配条件。  

【取消】：关闭查找对话框，所有菜单为可用状态。 

【高级】：可以输入更加复杂条件的查找。  

5.2.3 高级查找 

简单的查找，是对报表户代码和报表户名称写简单的匹配条件，那么高级查找就是任务

中所有的报表中，所有的表元都可以参与过滤。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编写过滤条件，满足您多

样的查找需求。 

点击查找对话框上面的高级高级按钮时，进入高级查找状态，此时界面需要打开插件（如

果页面上插件已经打开则无需重复打开）；  

 

图 2-86 

【过滤条件】：输入一个条件表达式来匹配报表户列表。如： B0-C3>1000 & 

LEFT(XXB->E2,2)="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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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 

定义过滤条件 

 

图 2-88 

【指标条件】：可以在报表中表元上直接输入相关条件。数值型与非数值型表元条件输入

规则分别为  

 

图 2-89 

i. 数字型表表元: 

表元可以输入下列条件： 

指标条件 指标条件说明 

>100 满足该指标数值大于 100 

<100 满足该指标数值小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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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满足该指标数值等于 100 

<>100 满足该指标数值不等 100 

[100:200] 

数值区间，满足改指标数值大于等于 100且小于等于 200。 

该类型支持开区间(100:200)，闭区间[100:200]，或半区

间(100:200]写法 

1）在表元 B2中输入：开区间(100:200),表示为 100<B2<200 

2）在表元 B2中输入：开区间[100:200],表示为 100<= B2 

<=200 

3）在表元 B2中输入：半区间(100:200],表示为 100< B2 

<=200 

[B1->C3:B1->C4] 

表元区间，满足改指标数值大于等于 B1->C3的值且小于等

于 B1->C4对应的值。 

同样也支持开区间(B1->C3:B1->C4)，闭区间

[B1->C3:B1->C4]，或半区间(B1->C3:B1->C4]写法 

ii. 非数字型表元： 

与数值指标查找相类似，要查找满足字符指标条件的报表户，也可以在报表的字符表元

中输入相应的查找条件。 

与数据指标查找不同是的，字符指标查找是模糊查询。在报表表元中输入相应的字符后，

查找结果中将显示出与查找字符相匹配的报表户。 

例如：在查找状态下，在信息表的单位名称表元中输入"银行"，则会将所有单位名称中

包括"银行"二字的报表户查找出来，而不论"银行"二字是在单位名称的什么位置。  

在查找时，也可以输入通配符*、?，通配符的含义与 Windows 查找替换功能中的通配符

的含义是一样的，表示匹配所有的字符，?匹配一个字符。例如在单位名称表元中输入"*公司

"，则将所有单位名称最后两个字是"公司"的报表户查找出来。如果输入"*银行"则与输入"

银行"的得到的查找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字符表元中使用了代码组，则查找时必须输入代码，而不是输入代码对应的文字。

例如："国民经济行业类别代码"是一组多级代码，在输入代码时只能选择叶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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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0 

在上图所示代码组中，如果要查找所有"国民经济行业类别"是"G6290 其他软件服务"

的报表户，可直接在相应的表元中输入代码"G6290"即可。但如果要查找所有属于"G6200 软

件业"的报表户，则不能直接在相应的表元中输入输入"G6200"，因为没有"国民经济行业类别

"是"G6200"的报表户存在，应该输入的条件是"G62*"或"G62??"；同样，要查找出所有属于

"G000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报表户，应该输入的条件是"G*"。 

查找条件输入完成，点击【确定】按钮或者直接在表元上按"回车键"，如果已经输入一

个或一个以上的指标条件时，页面会出现指标列表的对话框，否则直接显示查找结果。 

5.2.4 查找结果 

在简单查找和高级查找两种模式下的查找范围也稍有不同。 

【简单查找】 

当用户只输入用户代码和名称的匹配条件时候，查找的范围在根据当前使用的上报状态

做为显示条件。 

目前的上报状态有 a.显示全部，b.显示未报表，c.显示已报户 d.显示填报中。 

例如：当前用户使用的上报状态为"显示全部"，则根据用户代码和名称匹配条件在全部 

报表户去查找。 

【高级查找】 

当用户输入除用户代码和用户名称条件时候，此时查找结果的只在"已报户"去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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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1 

5.3 分析表管理 

5.3.1 添加与删除 

打开菜单【分析 | 分析表管理】，就进入了分析表管理界面，只有一个不可删改的根节

点。您可以在根节点下面建立自己的分析表管理结构。添加分组，选中某一个节点，点击左

上角的 或者在节点上点击右键“添加分组”，如下图所示： 

 
图 2-92 

制作清单列表，点击保存，系统会自动生成“清单列表”这个节点，并且把清单列表默

认的保存到这个节点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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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3 

删除的方法类似，点击右键“删除”或者点击左上角的 ，都可以删除选中的节点。 

5.3.2 导入和导出 

在图 2-93界面导出可以使一个节点下的所有分析表，选中要导出的目标，点击右键“导

出”，或者点击按钮 ，就会出现如下提示框，导出的是 zip格式的： 

 

图 2-94 

我们还可以把上面导出的分析表再次导入，选择要导入的节点，点击右键“导入”，点击

按钮 ，就会出现如下提示框，要求选择导入的分析表压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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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5 

6  其他功能 

6.1 在线交流 

【功能说明】 

在线交流即 BBS，旨在方便用户进行信息发布与交流、沟通解决相关业务问题，主要提

供了浏览、发布、回复帖子等基本的功能。 

【操作说明】 

用汇总户的身份进入 i@Report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表头的【在线交流】标签，系统

即会列出所有发布的主题，每页 20个，默认按照最近回复时间和置顶设置进行排序。 

 

图 2-96 

点击主题栏下的标题文字进入浏览页面，即可浏览该主题的详细内容和对该主题的所有

回复。 

主题列表页面可以按照用户要求来列出主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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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主题： 是指时间范围，包括：全部、1天、7天、2 周、1个月、3个月、6个

月、1年，系统默认为全部主题。 

 排序：排序可按照最近回复时间、作者、发表时间、回复总数、文章标题、阅读次

数，进行排序。并可定义排序的方式包括升序和降序。系统默认按照最近回复时间

进行降序排列。 

 关键字：可以根据要查找的主题标题输入关键词，系统将会列出主题标题中包含该

关键词的所有主题。 

以上设置可以叠加使用，输入后点击右侧按钮 即可获得所需的主题列表。 

步骤一  发表主题 

在【在线交流】界面选择【发表主题】，点击后进入发布主题界面： 

 

图 2-97 

在该界面定义主题名称及正文内容发布即可。一个详细的主题内容包括主题图标、置顶

设置、标题文字、主题正文与上传附件列表。 

 显示方式：用于定义该主题是否置顶显示。该功能只有管理员帐户拥有，其他用户登陆

时没有该勾选项，默认不置顶； 

 文章标题：用于定义该主题的标题； 

 正文：主题正文使用所见即所得方式的 HTML编辑器，编辑器顶部是一组功能丰富的工具

条，可自定义正文的字体格式、大小、颜色，格式的排版等。 

 上传附件：点击工具栏上的上传附件（或增加图片）按钮，系统即会弹出一个选择文件

的对话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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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8 

通过浏览，选择指定的文件，并对该文件进行命名，确定后，该附件即正常上传至该主

题下。 

系统支持的上传文件类型有：GIF、JPG、BMP、PNG、HTML、DOC、XLS、TXT、PDF、PPT、

RAR、ZIP、DOCX、PPTX、XLSX （office2007格式文档）及 WPS系列文档。 

步骤二  回帖 

浏览某个主题，可对该主题发表者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只需选择页面上的【发表回复】

按钮即可进入回复界面： 

 

图 2-99 

同发布主题一样，在正文处添加回复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转入该回复所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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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回复不可以置顶，只能按照回复的时间顺序来显示。回复可以上传附件、图

片等编辑功能。  

步骤三  修改 

发布者可对自己发布的主题进行修改，选择某个主题后的编辑菜单 按钮，系统会弹出

一个编辑界面，让您确定修改： 

 

图 2-100 

点击确定后，系统会弹出一个【编辑普通主题】界面，如： 

 

图 2-101 

在该界面中，可对该主题进行重新编辑，再提交。界面的操作同发布一个新主题一致。 

6.2 公告 

【功能说明】 

公告是由管理员发布的信息，作为汇总户可以查看公告信息但不能发布。 公告中的帖

子是不允许回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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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用汇总户的身份进入 i@Report报表采集分析平台，选择表头的【公告】标签，系统即会

列出所有发布的主题，每页 10个，默认按照最近发布时间和置顶设置进行排序。 

 

图 2-102 

6.2.1 公告显示 

公告栏位于用户进入任务列表或者任务组列表的界面上，显示在菜单栏的右侧,如图：

 

图 2-103 

它按照发布的时间顺序以及置顶设置逐一向左不断的循环滚动，显示文字格式为：公告

标题 + 发布时间。鼠标移动到公告上时文字将停止滚动，离开公告后将恢复继续滚动， 点

击文字可以弹出新的窗口显示公告的详细内容，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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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4 

6.2.2 公告列表 

公告列表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显示在界面上，点击界面上"公告"如图所示： 

 

图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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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列表显示管理员发布的所有公告，按照发布时间和置顶设置的顺序来进行排序。 

6.3 通知 

【功能说明】 

通知是方便用户进行即时通讯的功能，是系统使用人员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目前广泛

使用在催报，分配权限后发通知，上报数据后发通知，数据退回后给报表户发通知，计划任

务导入导出数据以后给管理员发通知，以及界面上的手动发通知。 

【操作说明】 

汇总户进入通知界面有两种方式进入： 

方式一：登录报表平台后，在右上角有一个信封 图标，信封后面如果有数字表示有一

封未读邮件，点击此信封，即可进入到通知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2-106 

方式二：汇总户登录系统，进入任务，进入插件（打开报表户数据）后，点击“消息”|

“发送消息”或“查看消息”，如图所示： 

 

图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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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采用方式一进入发送消息界面，可给管理员、该报表户的下级和直接上级发送

消息；以方式二进入发送消息界面，只能给指定的报表户发送消息，不能给管理员发送消息。

参照“发送消息”截图。 

6.3.1 查看通知 

系统默认只显示未读通知，如果想切换到所有通知，可以点击“全部邮件”。点击“未读”，

可以再次切换到未读通知界面。 

查看通知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2-108 

6.3.2 发送通知 

发送消息界面满足如下规则： 

管理员：可给管理员、服务器用户，报表户，角色（角色会被转换为服务器用户）发送

或接受消息； 

服务器用户：可给管理员、该服务器用户的直接上级机构下的有查看权限的用户发送或

接受消息； 

报表户：可给管理员、该报表户的下级和直接上级发送或接受消息； 

汇总户以方式一（即登录系统点击右上角的信封）进入通知界面里的发送消息截图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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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9 

汇总户以方式二（即登录系统后打开任务在插件里点击“消息”下的“发送消息”）进入

发送消息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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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常见问题解答 

Q1、如何修改自己登陆服务器的密码？ 

答：所有汇总单位的初始密码都和代码相同，建议第一次登陆服务器后都修改掉，具体

操作方法： 

（1）用初始用户名和密码登陆服务器 

（2）点击右上角的当前登录用户，进入密码修改界面，如图所示： 

 
图 3-1 

输入两次新的密码，再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图 3-2 

Q2、如何查看自己所管辖下级单位的上报以及审核情况？ 

答：汇总单位登陆服务器后，进入任务，即可看到下级单位的上报情况以及审核情况，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每个单位前面的状态标志直接看到的： 

（1）右边标志：红色的叉表示该单位还未上报数据，绿色的勾则表示数据已经上报 

（2）左边标志：红色的圆圈表示该单位上报的数据未通过审核，绿色的圆圈表示该单位

上报的数据已经通过审核。 

利用工具菜单下提供的“上报审核情况统计”的功能菜单，还可以得到统计数据。 



汇总户操作手册 

-98- 

Q3、为什么登陆服务器后显示无数据（一个单位都看不到）或者只能看到几个单位，而不能

看到所有下级单位？ 

答：这个是因为服务器的默认设置是只能查看已经上报了数据的纳税人，如果希望看到

所有纳税人则可以在登陆服务器、进入任务后，在“查看”菜单中选择“全部”，即可看到所

有的纳税人 

 

图 3-3 

Q4、如何将下级单位上报的数据锁定或者解锁？ 

答：首先解释一下“锁”：各汇总单位可以将自己所管辖的下级单位的数据锁定起来，

锁定就表示该单位的数据处于只读状态，也就是只能看不能改，如果确实需要修改，需

要解锁该单位的数据，再进行数据修改，锁定或者解锁的操作基本相同： 

（1）、汇总单位登陆服务器，进入任务； 

（2）、选择需要锁定或者解锁的下级单位（如果是要全部锁定或者全部解锁，则不需要

选定） 

（3）、执行“锁定”菜单中的“锁定 xx”或者“解锁 xx”（如果对部分下级单位进行操

作） 

 

图 3-4 

Q5、如果下级数据期上报错误（如应该上报 2011 年的数据，结果报到 2010 的数据期中了），

该如何修改？ 

答：汇总户登陆后进入到 2010 年的数据期，选择需要纠正数据期的用户，对他进行勾选，

然后点击菜单栏上的“编辑”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修改报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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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按照如下对话框进行相应设置即可 

 
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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