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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帆报表说明书 v6.5 

 

盈帆报表（www.efreport.com 英文名：EffectiveReport）是一款专业为

企业服务的高效报表系统，分为两个部分：报表设计器和报表平台。通过报表

设计器快速制作出报表模板，发布在报表平台中进行查询、打印、数据分析，

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 

盈帆报表设计器采用类似 Excel 操作方式制作报表模板，简单易操作，无

需掌握复杂的编程语言，就可以快速、高效地制作出符合企业业务需求的报表。

支持分布式数据库（Oracle、SQL Server、MySQL、PostgreSQL 等）作为数据源，

同时支持本地数据库。对企业多个不同服务器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后形成报

表。盈帆报表可以制作出分组、分组统计、自定义排序、分栏、主从明细表、

固定行列、交叉报表等，在报表模板中增加多种图表插件、全国地图、各种公

式、自定义外部参数、自定义筛选条件、条件属性、二维码、条形码的支持。

设计器可直接对制作好的报表模板进行预览、打印。模板文件在服务器后台进

行分配，通过报表平台进行查询、打印等。 

盈帆报表平台是采用 B/S 模式架构部署在企业应用服务器的报表平台。企

业各个部门通过浏览器方式查询、打印报表，客户端浏览器（chrome 内核）不

需要安装任何插件即可完成报表打印。平台提供了一套权限系统为企业各部门

提供具有部门专属权限的报表。盈帆报表平台集成了强大的报表解析内核，为

企业报表系统提供快速、高效的技术支撑。 

企业业务系统如果需要集成报表功能，盈帆报表还可以单独提供报表内核，

通过调用 API 方式集成到企业业务系统中（支持 C/S、B/S 模式）。B/S 模式下

http://www.efre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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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java、C#）内核根据报表模板生成 html、pdf、xlsx 格式报表，C/S模

式下（支持 java、C#、VB、C++、delphi、PB 等）提供预览、打印、导出报表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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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帆报表设计器 

盈帆报表设计器用来采集、加工、整理数据，把数据做成分组报表、交叉

表、多层交叉表、明细表、主从报表等不同的报表，让数据变得更加直观、更

加简洁。报表保存后成为模板，模板上传报表平台上就可以通过 HTML 识别，方

便用户通过浏览器查看、打印和导出数据。 

盈帆报表在线设计器支持 Windows、Linux 上的 Google、Firefox 和基于

chrome 内核的浏览器，同时支持苹果操作系统的 Safari 浏览器，苹果操作系统

最低需要 macOS Mojave 1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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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帆报表设计器界面介绍 

访问盈帆报表管理系统，浏览器输入服务器地址

http://IP:8099/efreport（部署时，默认 8099 端口），进入盈帆报表平台的

登录界面，使用账号 design，密码 123，进行登录，进入设计器界面。 

盈帆报表设计器的主界面主要分为 6个部分：1、菜单栏 2、模板存放区 3、

数据源区 4、工具栏 5、工作表 6、属性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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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菜单栏 

盈帆报表菜单栏由文件、模板、插入、单元格（悬浮元素）、设置、帮助

组成。 

文件菜单：新建模板、保存模板、模板另存为、关闭模板、导入模板、导

入 Excel、历史文件恢复、预览、重命名。 

新建模板：创建一个新的模板。 

保存模板：保存当前制作的模板。 

模板另存为：当前模板另存为。 

关闭模板：关闭当前模板。 

导入模板：导入本地 cel文件。 

导出模板：导出当前 cel文件。此功能只用设计器管理人员可用。 

导入 Excel：导入 xlsx文件。 

历史文件恢复：可恢复之前保存的模板文件。 

 

 

预览：整体预览当前的模板数据内容。 

重命名：当前模板重命名。 

 

模板菜单：模板参数、模板属性、页面属性、数据填报、页面设置、页眉

设置、页脚设置、固定行列。 

模板参数：设置模板参数，参数名称，默认值（可使用公式），数据类型包括：字符串、

整形、浮点、日期、布尔；是否联动（下拉框有效），宽度，绑定类型包括：文本编辑框、

下拉框、多选下拉框、下拉树、多选下拉树、日期框编辑框、日期时间编辑框、日期编辑框

（年月）、复选框、自定义下拉框；控件名称。每行参数数量，左边留白，上边留白，间隔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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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联动参数设置为“是”时，当前参数控件后面的参数控件会有刷新效果。 

 

模板属性：对当前模板设计器端、客户端显示时的一些属性设置。 

 

 

是否居中：模板生成后的显示位置，默认居左。 

是否自动查询：带有参数的模板，是否自动查询。 

预警推送：定时推送时，如果当前模板有预警则推送，没有预警不推送。 

JavaScript 代码注入：在客户端报表渲染后注入 JS 代码。 

允许离线填报：填报的模板是否可以离线填报。 

不计入页码的 sheet 页：页眉页脚使用[页数]、[页码]标签计数时，不计入计数的 sheet页。 

是否一页显示：当前模板内容不分页直接在一页显示。 

使用盈帆表格插件显示：预览时使用盈帆表格插件显示设计的报表内容。 

保留数学公式：此功能在使用盈帆表格插件显示的基础上。保留数学公式则使用盈帆表格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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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数学公式；不保留则后台计算数学公式，盈帆表格插件不再切换显示公式内容。 

 
显示网格线：表格插件预览时，是否显示网格线。 

单元格是否可编辑：表格插件预览时，单元格是否可编辑。单元格设置了控件，控件是否可编

辑优先于单元格可编辑。 

是否显示公式标签：表格插件预览时，带有公式的单元格是否显示公式标签。 

双击全屏显示：插入的插件是否可以双击全屏显示。支持柱状图、折线图、饼图、折线柱状图、

条形图、双折线图。 

全屏显示时的背景颜色：双击插件全屏显示时的插件背景颜色。 

自动拉伸：报表自动拉伸显示。 

保持横纵比：报表保持横纵比显示。 

全屏自动刷新：在客户端是否进行自动刷新。 

刷新时间：报表自动刷新时间。 

区域自动刷新：报表部分区域自动刷新。可刷新单元格或悬浮元素，只针对主 sheet页有效。

全屏自动刷新与区域自动刷新不会同时起作用，优先全屏自动刷新。 

基本工具栏：在客户端上是否显普通工具栏。 

参数工具栏：在客户端上是否显参数工具栏。 

日期格式：页眉页脚使用“[日期]”时，日期的显示格式。 

时间格式：页眉页脚使用“[时间]”时，时间的显示格式。 

背景图片：当前报表背景图片，支持 gif动图。 

背景色：当前报表背景颜色。设计器与客户端显示。 

背景图片百分比：在设计器 FORM页显示效果。 

 

注意：使用盈帆表格插件显示模板是一种全新的展现模式，将设计的模板以表格插件展

现出来。它不仅可以展现基本的模板，还可以进行数据填报。数据填报参照：课程三十：如

何使用数据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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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属性：对当前模板当前的 sheet页设置不显示公式，与生产报表后的事件。 

 

 

页面不显示公式：根据设置的公式进行判断，符合公式条件时当前页不显示，错误的公式或不

写公式时正常显示。 

生产报表后事件：可对报表单元格文本内容进行修改。具体使用的公式格式如下：

efreportJS.setCellText(单元格,新值或 JS公式)。例如：

efreportJS.setCellText("A1", efreportJS.getCellText("B1"))，报表生成后将 A1单元格的内容

替换成 B1单元格的内容；efreportJS.setCellText("A1", "新的文本")，报表生成后将 A1单元格

的内容替换成“新的文本”。 

是否允许编辑：锁定当前 sheet页的单元格是否可编辑。 

 

注意：需要替换的单元格必须有文本，不能没有任何内容，可以是空格；获取单元格的

内容必须使用 efreportJS.getCellText("单元格")公式。efreportJS.setCellText与

efreportJS.getCellText 公式只在此属性设置有效，其他位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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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填报：数据填报与数据校验设置。本地数据库、redis 数据库、http 链接等不支持填

报，关系型数据库支持填报。 

 

页面设置：设置当前页面大小，及其打印属性。 

 

 

页眉设置：设置当前 sheet页的页眉格式。 

页脚设置：设置当前 sheet页的页脚格式。 

固定行列：固定模板的数据行列。 

 

 

插入菜单：插入公式、插入插件、插入图片、插入斜线。 

插入公式：当前单元格显示或插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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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插件：当前单元格插入插件。支持条形图、仪表图、中国地图、飞行图、百度地图、

漏斗图、散列图、折线柱状图、雷达图、柱状图、饼状图、折线图、双折线图等。 

 

 

插入插件后，双击插件单元格，弹出插件的相应属性。 

 

插入图片：当前单元格插入图片。 

插入斜线：当前单元格插入斜线。单元格的文本格式为“xx|yy”或“xx|yy|zz”时，

点击此菜单，将自动转化成斜线格式的图片。 

 

注意：使用百度地图插件时，需要打开服务器 webapps\efreport\pluginResource\html

目录下 BDMap.jsp文件，在下图红色除将百度地图的 AK值填写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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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菜单：条件属性、超级链接、关联子表单、区域联动、合并单元格、

拆分单元格。 

条件属性：设置字段条件，标记不同样式格式。 

 
 

超级链接：设置字段超级链接，链接模板、网页或 sheet页。关联 sheet 页,只有主 sheet

页有效，起到目录的作用。 

 

 

关联子表单：主界面显示子表单的内容。关联子表单还包括：自动滚动时间，自动垂直

滚动时间，垂直滚动步长，是否显示垂直滚动条，是否居中等属性。 

自动滚动时间：当前单元格设置多个表单时，设置自动滚动时间，可自动滚动。 

自动垂直滚动时间：子表单的垂直显示区域大于当前的垂直显示区域时，会显示滚动条，

可进行自动垂直滚动条的滚动时间，进行自动垂直滚动条的滚动。 

垂直滚动步长：自动垂直滚动后，每次滚动的步长设置。 

是否显示滚动条：子表单的滚动条是否显示。设置了自适应属性时，不会显示滚动条。 

是否居中：子表单的位置设置，默认为居上。 



盈帆报表说明书 v6.5                                                                              12 / 159 

 
 

 

 

区域联动：设置字段或图表与关联的区域或悬浮元素进行联动。 

 
 

注意： 主表单区域需要填写正确的区域单元格，合并的单元格以左上角的单元格位置

为基准。模板中最左边的 sheet 页作为主表单，可以联动的都是主表单上的单元格或悬浮元

素。 

 

合并单元格：多个单元格合并成一个单元格。 

拆分单元格：将合并的单元格拆分成多个单元格。 

 

 

悬浮元素菜单：区域联动、超级链接。此菜单当选中悬浮元素，或切换到

FORM表单时显示。 

区域联动：设置悬浮元素与关联的区域或悬浮元素进行联动。 

超级链接：设置悬浮元素超级链接，链接模板、网页或 sheet页。 

 

设置菜单：数据链接，全局 JS 函数，共享数据集，服务器数据集，平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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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数据连接菜单：定义数据连接。支持 SQLITE、MYSQL、POSTGRESQL、SQL SERVER、ORACLE、

SYBASE、DB2、SAP HANA、INFORMIX、HIVE、ODBC、IGNITE、JSON、HTTP、ACCESS、EXCEL、

REDIS等链接方式。 

 

 

：添加一个新的数据链接。 

：删除一个数据链接。 

添加一个数据链接后，填写当前的“链接名称”，选择实际要连接的“数据库类型”，

选择后在“数据库 URL”中修改相应的数据库 IP地址，端口与实际连接的数据库名称，最后

填写“用户名”，“密码”。填写好信息，可点击“测试连接”，查看是否正常链接，连接

成功后，可正常使用。 

 

注意：只有设计器管理人员可以设置数据链接，普通设计人员无权限查看数据链接信息。 

支持直接将存储过程作为数据集，调用方式对应相应的数据库调用存储过程的方法，存

储过程需要返回数据集。ORACLE 数据库的链接，填写用户名时一定要注意大小写，“测试

连接”时，大小写不敏感，查找相应的表时，大小写敏感。 

链接文件时，可使用“$$”路径，此路径代表服务器下“\webapps\efreport”路径。 

ODBC链接方式只支持 windows服务器。使用 ODBC链接数据库时，

“jdbc:odbc:Driver={SQL Server};Server=127.0.0.1;Database=DB;Uid=sa;Pwd=123”，

用户名、密码必须写在 url 中。还可以在 windows中建立 dsn，“name”：“odbc1”，“password”：

“123”，“type”：“ODBC”，“url”：“jdbc:odbc:name1”,“username”：“sa”。

“name1”是在 windows的 odbc中建立的连接名。 

Windows服务器连接 SQLSERVER数据库时，建议使用 ODBC方式链接。 

链接 REDIS数据库时，数据库 URL格式为“127.0.0.1:6379?index=0”，其中

“127.0.0.1:6379”是 REDIS数据库的 IP与端口，“index=0”是 REDIS 数据库实际的数据

库索引值，输入链接的密码即可正常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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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REDIS数据库取数据时，需要使用特殊的获取方式。“(Key)”获取“Key”的全部数

据，“(Key,Start,End)”获取“Key”值从 Start 开始 End结束的部分数据，其他 Start从

０开始计数。REDIS数据库暂支持 String、List 类型。 

 

 

数据库连接支持二次开发，可自定义数据库连接。具体参考数据库二次开发文档。 

 

全局 JS 函数：编写 JS 函数，可全局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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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数据集：设计器管理人员可以设置共享数据集，编写共享的 SQL 语句，其他普通

设计器管理人员在数据集设置时可以选择共享数据集，直接使用设计器管理人员设置好的共

享数据集。设计器管理人员可以将写好的固定的数据集直接分配给受限制的普通设计器人

员，普通的受限制的管理员只能使用被分配的数据源。 

 

 

服务器数据集：服务器数据集设置后，所有的模板会显示添加的服务器数据集，并可以

直接使用。 

 平台属性：模板初始化时，默认的显示属性。包括：默认行数，默认列数，默认行高，

默认列宽。设置后，刷新设计器或新建模板有效。此功能只有设计器管理人员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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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菜单：帮助文档，关于。 

帮助文档：打开盈帆报表说明书。 

关于：显示开发团队，产品版本等信息。 
 

2、模板存放区 

报表模板存放区域，可以打开模板，搜索模板。 

 

 

3、数据源区 

制作报表时如需添加数据源，根据实际需求，用 sql语句添加数据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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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添加后的数据源在此区域显示。支持多数据库多数据源。在菜单“设

置”下的“服务器数据集”界面中设置的数据集会自动显示在“服务器数据集”

页面上。 

 

  

：根据数据集名称或字段名称查找数据集。 

：添加数据集，点击后弹出数据集编辑窗口，在数据集获取语句中输入

sql 语句如：“select * from 表名”就能把数据集加入数据源区。 

：编辑数据源，点击可以进入数据集编辑窗口，数据集获取语句可以重

新修改数据源。 

：刷新数据源，点击可刷新数据集。 

：删除数据源。 

：中英文对照。 

：宏替换。 

 

注意：在设置数据集时，有时会用到一些特殊的格式，例如：带入参数@{param1}、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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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格的某个单元格@{parent.A1}、取其他数据集字段值[ds].[字段]等。这些无法正常产生数据

集字段，可使用宏替换的方式，特殊的字段替换成具体的值，可以正常显示数据集字段。此

替换只在数据集显示字段时有效，实际预览时根据实际情况显示，模板参数设置了默认值，

又使用了宏替换，数据集预览时，优先显示宏替换设置的值。 

 
 

数据源编辑界面： 

 

 

：刷新数据连接，重新获取数据库中的表名。 

：预览数据源，点击可以进入数据预览窗口，可查看通过语句查询出的结果。 

数据表：可进行表名称查询。 

共享数据集：弹出共享数据集界面，选择设置好的共享数据集，确定后，数据集名称，

连接名称，数据集语句，数据集描述等自动替换成已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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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描述：当前数据集的备注信息。 

 

点击表名，“数据表字段”中自动弹出相应表的数据字段，选择需要显示

的字段，点击“生产 SQL>”按钮，在数据集获取语句中自动添加“select 选择

的数据表字段 from 表名”。 

 

预览界面： 

 

 

：选择预览行数，点击后可看到相应的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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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设计人员在后台管理中设置了“是否受限”属性，进入设计器后数据

源部分界面与设计器管理人员的界面略有不同。受限制的普通设计人员只能添

加使用管理人员分配的数据集，不能看到实际数据源的 SQL 语句等信息。 

 

 

注意：添加数据源之前需要进行“定义数据连接”操作，正常连接数据库后，方可正常

获取到数据源。 

添加的数据源不能出现“.”符号，使用 sql 语句时，可以用 as做正常的数据别名。 

 

 

4、工具栏 

盈帆报表基本工具，包含一些操作上的基础功能。单元格表单与 FORM 表单

切换时，显示不同的基本工具。 

单元格表单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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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模板。 

：预览模板。 

：保存模板。 

：撤销。 

：恢复。 

：剪切。 

：复制。 

：粘贴。只能粘贴内部复制的数据，Ctrl+V 无此限制。 

：格式刷。 

： 字体设置。 

：字体大小设置。 

：边框类型。 

：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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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色。 

：加粗。 

：斜体。 

：下划线。 

：文本水平左对齐。 

：文本水平居中。 

：文本水平右对齐。 

：自适应行高。只适用于有文本的单元格，不适用于图片（包括插入斜线）。 

：合并单元格。 

：拆分单元格。 

：插入列。 

：追加列。 

：删除列。 

：插入行。 

：追加行。 

：删除行。 

：插入公式。 

：在单元格上或悬浮元素上插入插件。 

：在单元格上或悬浮元素上插入图片。 

：插入斜线。 

：页眉设置。 

：页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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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单元格，打印时有效。 

：页面设置。 

：固定行列。 

：增加悬浮元素。图表插件可以作为悬浮元素显示在报表区域，主要用做大屏使用。

使用方式与插入插件一致。 

：置于顶层。悬浮元素有重叠时，把悬浮元素设置顶层显示。 

：置于底层。悬浮元素有重叠时，把悬浮元素设置底层显示。 

：单元格显示框，点击单元格时，显示当前单元格位置。如果是文本单

元格，后面的编辑框显示文本内容，可进行编辑。 

 

FORM表单显示的工具按钮与单元格表单工具按钮显示的不同，功能基本一

致。包括：新建，预览，保存，撤销，恢复，剪切，复制，粘贴，边框，字体，

背景色，前景色，插入插件，插入图片，插入悬浮元素，是否吸附，置于顶层，

置于底层。 

FORM表单工具栏： 

FORM表单工具栏都是针对于悬浮元素来设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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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定位悬浮元素的位置并选中。 

 

5、工作表 

工作区以模板为单位，每个模板有多个子 sheet 表单。子 sheet表单可拖

动，第一个位置的 sheet表单为主表单。 

Sheet 表单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单元格工作表单，另一种是 FORM 页工作

表单。在单元格工作表单中，采集的数据需要放入工作表中才能制作成报表，

单元格工作表单由多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格都可以放入文字、图标、图像、

数据源设置的数据字段，然后编辑成报表；单元格表格中还可以添加悬浮元素，

悬浮元素的位置可以悬浮在单元格上的任意位置。FORM页工作表，使用悬浮元

素的方式自由布局，在悬浮元素中可以插入插件、图片、子表单，悬浮元素显

示的内容默认是自动拉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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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的单元格表单。 

：添加新的 FORM 表单。 

 

点击 sheet 页，右键弹出 sheet 页菜单。包括：添加 sheet 页，复制当前 sheet

页，设置当前 sheet 页名称，移除当前 sheet页。 

 

6、属性栏 

工作表单是单元格表单时，属性栏设置包括：数据单元格，高级，样式，

控件。 

数据单元格：显示当前单元格的相关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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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显示当前单元格位置。 

数据集：显示、设置当前单元格的数据集。 

数据列：显示、设置当前单元格的数据列。 

数据类型：显示、设置当前单元格的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包括：字符串，整型，浮点，

日期，日期时间，布尔。 

数据设置：显示、设置当前单元格的数据设置。数据设置包括：分组，列表，汇总。 

汇总方式：显示、设置当前单元格的汇总方式。数据设置设置成汇总时，此属性有效。

汇总方式包括：累加，平均，最大，最小，数量。 

筛选：对于当前数据进行二次筛选。 

 

父格条件：默认将父格作为过滤条件，不设置此条件时，数据重新获取进行筛选。 

类型：分为普通数据集筛选与公式筛选。 

可选列：当前数据字段所在的数据集显示列。 

操作符：包括等于、不等于、开头是、开头不是、结尾是、结尾不是、包含、不包含、包含于、

不包含于、包含于数组、不包含于数组、不为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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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包括字符串、整型、双精度型、日期、布尔型、参数、单元格等。 

 

最小显示行数：设置当前字段最小显示的行数。0 表示没有最小显示行数，字段本身扩

展自身，不会进行空行补位。负数其他相关联的字段扩展数最多的为最小显示行数，字段没

有达到最多行数时进行空行补位。正数表示字段按照设置的显示，没有达到最多行数的以空

行补位，如果其他字段同样设置的正数，以设置的最大数为最小显示行数。 

数据字典：设置当前字段的映射列与显示列。 

字段分页：当前字段或文本进行分页设置。设置后单元格有粉色的下标提示。 

行后分页：设置字段分页后有效，勾选后在当前字段或文本后分页；不勾选在当前字段

或文本前分页。 

每页补齐行：字段分页后，每页进行空行补齐。 

尾页补齐行：最后一页进行空行补齐。 

图片字段：数据字段为字符串时，可以设置当前的字段为图片路径，预览时根据路径找

到实际的图片替换当前单元格。 

服务器图片路径前缀：设置图片字段后，设置服务器的图片路径前缀，预览时根据路径

查找实际的图片。 

开启分栏：对数据字段进行分栏。 

先行后列：开启分栏后，设置显示格式是否是先行后列。 

分栏数量：开启分栏后，设置分栏数量。 

开启折叠：开启折叠后，分组的数据字段有折叠效果。 

强制允许编辑：页面属性中“是否允许编辑”选项没有勾选，当前 sheet 页不能编辑时，

设置此属性，设置的单元格强制可以编辑。 

拆分并拷贝：组合单元格展现时，将组合单元格拆分并拷贝单元格内容至拆分的单元格

内。 

 

高级：设置单元格的一些高级属性。 

 

 

扩展方向：设置当前单元格的扩展方向，主要针对于数据字段单元格。扩展方向包括：

不扩展，纵向，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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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父格：设置当前单元格的左父格。左父格包括：无，默认，自定义。 

上父格：设置当前单元格的上父格。上父格包括：无，默认，自定义。 

排序：设置当前单元格排序方式。 

纵向扩展：设置当前单元格是否纵向扩展。 

横向扩展：设置当前单元格是否横向扩展。 

显示 0值：设置当前单元格是否显示“0”值。 

隐藏单元格：设置当前单元格是否隐藏。设置隐藏单元格后，打印时将此单元格隐藏，

正常客户端预览时，仍是显示状态。 

 

样式：设置单元格的显示格式、对齐、边框。 

格式：设置当前单元格的显示格式。 

格式：常规，数值，日期，时间，货币，百分比，条形码等。不同的显示格式下又分为

不同的子类型。 

 

 

对齐：当前单元格设置对齐方式。包括：文本，图片。 

 
 

文本包括：水平对齐，垂直对齐。 

水平对齐：设置文本的水平对齐方式。水平对齐包括：左对齐，居中，右对齐。 

垂直对齐：设置文本的垂直对齐方式。垂直对齐包括：上对齐，居中，下对齐。 

自适应：当前文本自适应高度。 

行间距：当前单元格文本的行间距。 

字符间距：当前单元格文本字符间距。 

段落空格数：当前单元格文本段落之前设置空格数。 

文本上边距：当前单元格文本的上边距。 

文本下边距：当前单元格文本的下边距。 

文本左边距：当前单元格文本的左边距。 

文本右边距：当前单元格文本的右边距。 

图片包括：水平对齐，垂直对齐，图片缩放，保持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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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缩放：设置图片显示方式是缩放模式。 

水平对齐：图片不缩放时，设置图片的水平对齐方式。水平对齐包括：左对齐，居中，右对齐。 

垂直对齐：图片不缩放时，设置图片的垂直对齐方式。垂直对齐包括：上对齐，居中，下对齐。 

 

边框：设置当前单元格的边框。 

 

 

样式：边框的显示样式。 

线宽：细线，宽线。 

颜色：边框的颜色设置。 

边框：设置单元格的左边框、右边框、上边框、下边框。多选的单元格可以设置外边框或者中

间的全部设置。 

 

控件设置：控件类型包括文本编辑框、下拉框、多选下拉框、日期编辑框、

检查框、数字编辑框、按钮、复选组合框、文件等 9 种控件。 

 

 

控件属性设置后在单元个下会显示一个小三角，表示已对此单元格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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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设置。设置后的实际效果在客户端查看。 

每种控件可设置基本属性还有与其相应的高级属性设置。基本属性包括：

控件名称，允许为空，提示语，动态显示，整行控件有效。 

控件名称：当前控件的名称。 

允许为空：设置控件值是否为空。 

提示语：控件的提示信息。 

动态显示：控件动态显示条件设置。 

整行控件有效：设置动态显示时，是否对整行控件起作用。 

文本编辑框控件高级属性包括：字符最大长度，字符最小长度。 

文本编辑框控件事件属性包括：初始化事件，编辑前事件，编辑后事件。 

下拉框控件高级属性包括：数据字典。数据字典来源可以是数据表，也可以自定义字符

串。选择数据表，则可选择已经添加的数据源作为字典显示。 

下拉框控件事件属性包括：初始化事件，改变后事件。 

多选下拉框控件高级属性包括：数据字典。 

多选下拉框控件事件属性包括：初始化事件，改变后事件。 

日期编辑框控件高级属性包括：显示时间。 

日期编辑框控件事件属性包括：初始化事件，改变后事件。 

检查框控件高级属性包括：数据字典。 

检查框控件事件属性包括：初始化事件，改变后事件。 

数字编辑框控件高级属性包括：允许小数，允许负数，允许的小数位数，最大值，最小

值。 

数字编辑框控件事件属性包括：初始化事件，编辑前事件，编辑后事件。 

按钮控件高级属性包括：按钮类型，按钮文本。按钮类型分为 “添加行”，“删除行”，

“普通”。“添加行”与“删除行”按钮，需要设置首单元格，在填报时，数据以列表形式

进行填报。“普通”按钮，可以设置注入的 JavaScript 代码，客户端预览时显示效果。 

按钮控件事件属性包括：点击事件。 

复选组合框控件高级属性包括：数据字典。 

复选组合框控件事件属性包括：初始化事件，改变后事件。 

文件控件高级属性包括：文件大小限制，文件类型。 

 

工作表单是 FORM 表单时，属性栏设置包括：悬浮元素、边框。 

悬浮元素：显示悬浮元素的基本属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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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名：当前悬浮元素名称。 

x 坐标：当前悬浮元素所在的位置 x 坐标。 

y 坐标：当前悬浮元素所在的位置 x 坐标。 

宽度：当前悬浮元素宽度。 

高度：当前悬浮元素高度。 

 

边框：主要设置悬浮元素的整体边框与颜色。 

 

悬浮元素插入子表单时，在悬浮元素中显示插入的子表单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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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表单名：当前悬浮元素关联的子表单名称。 

自动垂直滚动时间：当前悬浮元素关联的子表单垂直滚动的时间。 

垂直滚动步长：当前悬浮元素关联的子表单垂直滚动的步长。 

是否显示垂直滚动条：当前悬浮元素关联的子表单是否显示垂直滚动条，悬浮元素设置

了保持横纵比时有效。 

保持横纵比：当前悬浮元素关联的子表单是否保持横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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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帆报表平台 

访问盈帆报表管理系统，浏览器输入服务器地址 http://IP:8099/ 

efreport（部署时，默认 8099端口），进入盈帆报表平台的登录界面。 

 

 

盈帆报表分为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服务器端登录需要管理员账号，客户端

登录用普通用户登录，管理员主要管理普通用户、给用户分配权限，在线设计

器进入，模板上传、修改、删除等。客户端可以设置多个用户，给每个用户可

以分配相应的权限，用户只能访问权限设定的报表，查看有关数据。 

服务器端管理员登录 

服务器端登录需要管理员账号密码，盈帆报表管理系统管理员账号 admin，

默认密码 123456，登录进去后可修改登录密码。盈帆报表系统登录在非主动退

出系统的情况下，30 分钟页面无操作后会自动退出登录，用户再次访问需重新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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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服务器端登录进去后显示的界面，上边是盈帆报表管理系统图标、

登录用户名的账号，左边是服务器端的菜单栏，盈帆报表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都在左边的菜单栏里，菜单栏有系统管理、模板管理、流程设计和流程管理等

部分组成。展开后分别有不同的子菜单。 

 

 

用户：当前登录的用户名，当鼠标移动过去的时候，会显示重置密码和注

销两个选项，重置密码可重置当前用户密码，注销则退出当前用户。 

 

系统管理菜单 

系统管理菜单展开后有以下子菜单：角色管理、部门管理、用户管理、OEM

配置、邮局配置、任务配置、工具栏配置。 

角色管理：添加、修改、查找、删除角色。角色 ID 用户批量上传时会用到。 



盈帆报表说明书 v6.5                                                                              35 / 159 

 
 

 

 

部门管理：添加、修改、删除部门。部门括号里面的内容是实际部门的 ID，

用户批量上传时会用到。盈帆报表里点击“新增”，可添加一个新的部门，当

鼠标移动到新的部门的位置时会显示出新增、编辑和删除选项，这时可以点击

“新增”，会在当前目录建立一个子项，也可以通过“修改”，“删除”进行

管理管理。当部门下面有子项时，此部门不能做删除操作。没有子项时，才能

做删除操作。 

 

 

用户管理：添加、修改、禁用用户、查找用户、批量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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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按钮，或编辑用户，弹出用户信息编辑界面，可对用户进行密码

调整，用户类型切换，是否显示流程功能等配置。其中是否授权只有用户类型

是“普通设计账号”时，有实际效果；在共享数据集中可设置权限。 

 

 

点击 按钮，可上传 xlsx 文件，用户批量插入或更新。导入的 xlsx 格式如下： 

账号 用户名 密码 部门 ID EMAIL WECHAT TALKDING 账号类型 是否受限 角色 ID 

IMP2 IMP2222 123 1 IMP@qq.com IMP2222 IMP222 普通账号 是 2,32 

 

注意：部门 ID 可以在“部门管理”中查看；账号类型可填值：普通账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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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账号、普通设计账号；是否受限可填值：是，否；角色 ID 可以在“角色管

理中查看”，角色 ID 可以设置多个，用“,”符号隔开。xlsx 中不能存在账号

名一样的记录，否则不能插入或更新成功。 

在服务器部署目录\webapps\efreport\WEB-INF\classes 下的 sys.properties

文件中，包含是否冻结账号 isFrozen字段与账号输错次数 wrongNum字段。设

置 isFrozen 为 true，并且设置 wrongNum 为正整数，启动服务后，登陆系统时，

账号输入错误次数超过 wrongNum 设置的值，账号会被冻结。后台管理人员登陆

后在用户管理中可解冻账号。 

 

OEM 配置：设置系统名称，公司名称，LOGO，公司研发名称，产品名称，

设计器。需要注意的是，设置后需要重新刷新平台服务。 

 

 

邮局配置：配置邮局，可通过配置的邮局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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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设置邮局时，请先确认填写的邮箱是否开启了 SSL 协议，如开启常

规端口为 465，没开启常规端口为 25。同时服务器要开启相应的端口，否则发

送失败。 

 

任务配置：定时发送邮件，按照规则，每月、每周或每日进行报表推送。

设置要发送的角色，或者是用户名，将所选择的模板进行数据推送，方便用户

查看报表。每条规则可配置每月、每周或者每日的时间。当设置任务后，需要

点击“重启任务”按钮，任务配置重新启动起来。 

 

 

定时任务可定时推送微信、钉钉。用户账号在微信上的公众号有相应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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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的记录，定时任务可根据配置，将定时生成的报表推送到相应的微信号上。

定时任务可根据用户账号在钉钉上的账号的配置，将定时生成的报表推送到相

应的钉钉应用中。 

注意：微信公众号需要提前绑定，否则不会微信推送。在服务器下编辑

webapps\efreport\WEB-INF\classes\application.properties 文件，将微信公

众号应用 ID、微信应用密钥与微信消息模板 ID 添加进去。 

 

 

进入公众号后台，在自定义菜单中，添加菜单名称，并将跳转网页设置为相

应的地址：http://域名/efreport/wechat/index。 

 

 

进入“开发”->“基本配置”页面，将部署的服务器 IP添加到“IP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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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设置好之后，需要重新启动报表系统，报表系统会嵌入微信公众号中，

并可以微信推送。 

 

 

注意：钉钉应用需要提前设置，否则不会微信钉钉。 

登陆钉钉后台，点击“工作台”，进入界面后下拉到“自建应用”位置，

点击“自建应用”。 

 



盈帆报表说明书 v6.5                                                                              41 / 159 

 
 

 

跳转后，点击“应用开发”中的“企业内部开发”。 

 

再次跳转后，点击“创建应用”，应用类型设置为“H5微应用”，填写应

用名称与应用描述，开发方式为“企业自助开发”，点击“确定创建”。 

 

进入“H5 微应用”，点击创建的微应用，进入微应用界面。在服务器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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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webapps\efreport\WEB-INF\classes\application.properties 文件，将钉

钉应用凭证添加进去。其中“AgentId”对应“ding.AGENT_ID”；“AppKey”

对应“ding.APP_KEY”；“AppSecret”对用“ding.APP_SECRET”。 

 

 

点击“开发管理”，在弹出的界面中点击“修改”。弹出的页面中设置“应

用首页地址”，点击保存。地址格式如下： 

“https://oapi.dingtalk.com/connect/oauth2/sns_authorize?appid=di

ngyc4m2ktd1tndne3q&response_type=code&scope=snsapi_auth&stat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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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rect_uri=http%3A%2F%2F127.0.0.1%3A8099%2Fefreport%2FdingTalk%2Fd

ingLogin”。 

其中“appid”后面的部分“dingyc4m2ktd1tndne3q”是实际微应用的

“AppKey”，根据实际的 AppKey 进行修改；“redirect_uri”后面的部分

“http%3A%2F%2F127.0.0.1%3A8099%2Fefreport%2FdingTalk%2FdingLogin”是

实际服务器的地址：“http://127.0.0.1:8099/efreport/dingTalk/dingLogin”

的 URL 编码，根据实际的服务器地址调整 IP 或域名。 

 

 保存后，点击“权限管理”。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授权部门和员工，再勾选

“通讯录部门信息读权限”、“成员信息读权限”、“根据手机号姓名获取成

员信息的接口访问权限”、“通讯录部门成员读权限”，点击“批量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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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钉钉登陆与分享”，在“回调域名”中添加服务器的回调接口，“http://

域名:端口/efreport/dingTalk/dingLogin”，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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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报表系统后，进入后台点击“用户管理”，在用户的“钉钉”上，添加

钉钉号，钉钉号的获取，同样需要登陆钉钉后台。点击“通信录”，再点击“组

织架构”里面的相应组织，点击“批量导入/导出/修改”，点击“导出/修改成

员”页面上的“导出”按钮，根据实际情况，导出用户，再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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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的文件打开后，里面的“员工 ID”即是后台用户钉钉所要填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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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配置：配置系统工具栏的按钮样式已经按钮是否显示，添加自定义

按钮等功能。 

 

 

点击“新增按钮”，弹出新增自定义按钮界面。可以设置按钮文本，字体

颜色，字体大小，背景颜色，是否显示，按钮位置，自定义事件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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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按钮，不能改变“默认按钮”与“按钮位置”，新增的按钮不能设置

成“默认按钮”。 

点击“全局修改”，弹出全局修改界面，可对所有的按钮进行统一配置：

字体大小，背景颜色，文本颜色，是否显示，是否设置背景图片等。 

 

 

系统管理菜单管理每一个使用用户。一个公司里面有许多部门，角色相当

于一个部门里面的员工。上传报表模板时，选择部门和角色，将报表给指定的

部门角色查看。一个用户由一个角色或多个角色组成，权限高的可以设置多个

角色，这样权限高的就可以浏览多个角色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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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管理菜单 

展开模板管理有以下子菜单：菜单管理、模板列表、数据连接管理。 

菜单管理：报表进行分类的菜单管理。菜单管理里的菜单会显示在客户端

的菜单栏，将模板进行分类。主菜单是确定报表在界面中哪个节点显示，子菜

单默认不显示。将模板分配到相应的菜单下，模板会在客户端的菜单栏中显示。 

 

 

点击“ ”按钮，弹出菜单排序界面，拖拽菜单可以进行排序。 

 

 

注意：不能跨节点调整菜单位置，节点菜单之间的可互相调整位置，节点

下的菜单可在相应的节点下调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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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管理：用来管理模板。可进行上传、删除、修改、查找、下载、排序、

分配、批量编辑等操作。 

 

 

点击新增按钮，显示如下图 

 

 

点击选择文件，选中所要上传的模板，模板名称会默认显示，可修改。是

否公开属性可以将模板通过接口方式，绕过报表登陆权限进行展示。设置缓存

模板，用户在缓存时间内预览模板时，直接从缓存获取数据；超过缓存时间时，

模板重新获取数据内容，作为新的缓存数据；缓存时间范围 1-24 小时。分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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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是选择模板在菜单列表中哪个节点显示。角色授权根据需求可以添加修改名

称，角色根据模板的性质可以选择多个角色。可填报的模板设置流程后，填报

提交时，可发起流程，填报提交的页面作为附件，按照指定好的工作流程进行

流转。上传的模板可以在 PC 端或移动端显示。模板默认上传状态是启用，设置

完成后点击保存进行上传，上传的报表模板可以在盈帆报表系统相应的客户端

上查看。 

注意：模板名称中不能出现空格，模板无法正常预览。可以填报的报表不

支持设置缓存模板，区域联动的报表不支持设置缓存模板，需要实时刷新的数

据不要设置缓存模板。 

点击“ ”按钮，弹出过滤查询界面，可根据模板状态，操作人，开

始时间，结束时间等进行模板过滤查询。 

 

 

点击第一个“ ”按钮，弹出模板菜单排序界面，拖拽模板可以进行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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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能跨节点调整模板位置，节点下的模板只能在相应的节点下调整

位置。 

 

点击第二个“ ”按钮，弹出模板分配界面，可将模板分配给普通设

计账号。同一张模板可分配多个设计账号，被分配只读的模板，在设计器里面

不能做保存操作。 

 

点击“ ”按钮，弹出批量编辑界面，可将模板批量设置状态、分类、

角色、终端显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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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连接管理：管理数据库的连接。 

 

 

使用盈帆设计器做模板,首先要连接数据库。盈帆设计器里连接的所有数据

库信息保存在设计器安装目录的 conn.json文件里。点击“文件上传”按钮，

可将 conn.json文件上传到服务器。“文件下载”按钮可将服务器上的 conn.json

下载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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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设计菜单 

流程设计菜单展开后显示流程设计器子菜单，可创建工作流程，并显示已

经创建好的流程，提供部署，修改，删除等操作。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增界面，显示新增的流程名称，流程作者与流

程描述。 

 

 

流程名称不能重复，名称第一个字符不能是数字，设置流程名称与流程描

述后，点击“新建流程”，弹出流程设计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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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设计器分为工具栏、元素列表、流程设计区、属性设置等部分。 

 

工具栏的工具主要用于方便流程设计区的操作。 

：保存工作流程模型，可重新设置名称与描述。 

：剪切一个或多个元素。 

：复制一个或多个元素。 

：粘贴元素。 

：删除选定的元素。 

：重做。 

：撤销。 

：选择的多个元素垂直对齐。 

：选择的多个元素水平对齐。 

：选择的多个元素同样大小。 

：工作区放大。 

：工作区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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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缩放到实际大小。 

：工作区适应屏幕。 

：为选中的流程连线添加弯曲点。 

：为选中的流程连线删除弯曲点。 

：关闭流程设计器。 

 

元素列表中包括，开始事件，活动，结束事件等元素（其他元素暂无实际

作用）。通过拖拽的方式将元素放置工作区内，进行流程设计。 

属性设置主要包括：当前流程模型的属性、选中元素的属性。 

 

流程设计器的具体操作流程 

1. 添加“开始事件”元素 

拖拽元素列表中的“开始事件”-“开始事件”节点，放置工作区内，双击

此节点可设置当前元素的名称。 

 

 

2. 添加“人工任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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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拖拽出来的“开始事件”元素节点，再点击“人工任务”的快捷图

标，自动生成新的“人工任务”元素，并产生相关联的流程线。 

 

 

或拖拽元素列表中的“活动”-“人工任务”，将其放置工作区内，再点击

之前的“开始事件”元素节点，选择里面的流程线图标拖拽到“人工任务”元

素节点上，即可形成相关的流程。 

 

 

点击“人工任务”元素节点，在属性栏中点击“任务派遣”，选择当前元

素的指派人，双击此节点可以设置当前元素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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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代理人”表示流程发起时是按照代理人的账号来进行发起，如不指

定，则按照实际发起人的账号来发起。第一个“人工任务”元素节点，必须选

择“选择代理人”中的“所有用户”。 

“选择候选人”表示指派给具体用户，使用的前提是“选择代理人”没有

指定具体的代理人。 

“选择候选组”表示指派给具体的角色组，使用的前提是“选择代理人”

无具体的指定，“选择候选人”无具体的指定。 

 

3. 添加其他流程元素 

在新添加的“人工任务”节点上，重复流程 3，直至流程结束，拖拽出“结

束事件”元素，并为其连接上流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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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程线属性设置 

选择需要设置审核条件的流程线，点击“跳转条件”，弹出条件表达式，

选择条件，进行保存。可对当前流程线设置名称，以方便在流程设计器中查看。 

 

 

流程设计器中可添加“驳回”流程，在原基础上，添加一条流程线，流程

线指向回驳后处理的元素节点，再设置其跳转条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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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 

点击工具栏中的保存按钮，弹出保存界面，进行流程模型保存。保存后会

自动部署该流程。 

 
 

6. 其他操作 

保存后的流程在“流程设计”下的“流程设计器”界面显示，可以进行部

署，编辑，删除等操作。 

 

注意：流程部署后，在模板管理中，将需要工作流程的填报模板添加流程。

填报提交时，可发起相应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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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设计器中，一个“人工任务”元素节点，同一个条件不能同时指向其

他多个不同的“人工任务”元素节点。 

流程线的指向必须正确链接到相应节点的红色提示点上，否则不能正常发

起流程。 

 

流程管理菜单 

流程管理菜单展开后有以下子菜单：运行中流程、历史流程。 

运行中的流程：管理员用户可以看到所有正在运行中的流程，提供时间查

询。正在运行的流程，显示流程名称，发起人，办理人，发起时间，流程图，

流程状态，流程详情，附件等信息，对于正常没有完结的流程，可线下具体通

知本人，对于异常的流程可进行强制删除。 

 

 

历史流程：管理员可以查看所有已经结束的流程，提供时间查询。结束的

流程可对其进行查看流程图、查看流程详情、查看附件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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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帆报表系统客户端登录 

盈帆报表系统客户端的账号密码由服务器端的管理员分配，在浏览器中输

入盈帆报表的网址，在登录界面使用非管理员账号密码登录。系统提供默认的

用户 demo，密码 123。登录后显示如下： 

 

 

上边是盈帆报表管理系统图标、登录的用户名，左边是报表菜单栏与流程

管理。报表菜单显示模板的分区，展开后显示报表模板的分类，分类展开后是

具体分配到的报表模板，点击模板在右边区域显示报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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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用户 

当前登录的用户名，当鼠标移动过去的时候，会显示重置密码和注销两个

选项，重置密码可重置当前用户密码，注销则退出当前用户。 

设置起始页：“我的桌面”可以进行设置，鼠标移动到账户上，点击显示

出来的“设置起始页”，就可以将自己满意的模板放到我的桌面上。 

 

 

浏览报表 

从左边选择一个报表，在右边会出现报表，如果报表出现的内容比较多的

话会出现分页，报表可以通过打印选项打印，并可以通过导出菜单，导出 pdf、

excel、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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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管理菜单 

流程管理菜单展开后有以下子菜单：运行中流程、历史流程。 

运行中流程包括：待审批流程，已审批流程，我发起的流程。 

待审批流程：显示当前用户需要审批的流程。 

 

 

已审批流程：显示当前用户已参与过审批，并未结束的流程。 

 

 

我发起的流程：显示当前用户发起的，未完成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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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填报的模板，在模板设置时设置了相关流程，在提交后，可以发起流

程。当前用户作为发起人，将当前填报的信息作为流转附件，选择审批人进行

审批。发起后的流程在没有结束前都会在“运行中流程”-“我发起的流程”界

面中显示。 

 

 

相应的审批人，登陆账号后，在“待审批流程”界面中需要审批的流程信

息，可对其进行查看流程图、审批、驳回、查看流程详情、查看附件等操作，

根据实际提供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审核操作。 

处理后的流程，将从“待审批流程”界面消失，该流程已经正常流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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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设计模板中的下一个元素节点，直到此流程彻底结束。如当前流程未结束，

当前用户的“已审批流程”界面中会显示已经审批过的流程，直到此流程结

束，此流程信息在“已审批流程”会消失，此流程信息在“历史流程”界面中

显示。 

 

历史流程：用来查看当前用户参与过并已经结束的流程。可对其进行查看

流程图、查看流程详情、查看附件等操作。 

 

 

注意：用户的流程管理功能可在管理员的“用户管理”中进行配置，默认

情况下无此功能。  

 

盈帆报表移动端平台客户端登录 

盈帆报表系统客户端的账号密码由服务器端的管理员分配，在浏览器中输

入盈帆报表的网址，在登录界面用账号密码登录。或关注公众企业号进行登录。

移动端的模板需要管理员上传模板时进行移动端显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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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后，可看到我的工作台。 

 

 

点击相应的菜单，可看到相应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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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盈帆报表移动端平台的功能图标，默认是显示首页，点击常用，界

面会显示出查看过哪些表报： 

 

 

点击我的，会进入账号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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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设置新密码、退出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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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讲解 

 基础报表 

课程一：如何制作编号报表 

说明：本课程用到“员工信息”表，“员工信息”表中没有编号，看起来

比较杂乱。本课程讲解如何在报表中给数据集编号。 

第一步：添加数据库 

制作报表前，首先需要连接数据库，本课程使用的数据库为 sqlite 数据库。 

 

 

第二步：添加数据源 

连接好数据库，设置数据源。在数据源区单击 ，弹出数据集编辑对话框，

设置数据集名称“ds1”,名称除了“_”符号外，不能添加其他的特殊符号。在

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 “select * from 员工信息”或选择表名，在数据表字

段中选择“全选”，点击“生产 SQL>”按钮，在数据集获取语句中自动生产“select 

姓名,编码,职务,年龄,出生日期,地址,邮政编码,联系方式  from  员工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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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预览按钮，可以查看“员工信息”表的选择数据。点击“确定”，

数据集将加入到数据源区域内。 

 

 

第三步：建立工作表 

数据源中包括姓名、编码、职务、年龄、出生日期、地址、邮政编码、联

系方式等多个数据集。 

在工作栏中将需要的数据集从数据源区拖入工作区，在相应的列上面标明

名册，将单元格设置边框，文本居中，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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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实现编号 

很多报表使用编号的频率较多，需要根据数据集的长度确定编号，这里要

用到公式“&”。用“&”加上数据集所在的单元格，就能随着数据集自动编号。

在工作区序号下的单元格，点击菜单“插入”—“插入公式”，或者在工具栏

中点击 插入公式，公式编辑对话框中输入“&C5”,点击确认即可将此单元格

设置成公式。 

 

 

单元格右上方的绿色小三角标识当前单元格是公式。设置公式后还需要给

单元格设置左父格，左父格需要设置为“编码”数据集所在的单元格，这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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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的内容会自动跟随数据集进行编号。左父格设置在“高级”里，默认的

换成自定义，这里设置成 C5，设置左父格的单元格会在单元格的左上方有蓝色

小三角标志。 

 

 

第五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里面的 ，进行预览。 

 

 

第六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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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需分组编号，可在需要编号的分组数据字段前做如上操作。下图

是分组编号的设置及效果： 

 

 

 

 

注意：非数据字段单元格如需有跟随状态，必须设置父格，否则只会显示

一次，不会跟随其他记录显示。 

以下课程都是以 demo.db数据库为连接数据库，故以下课程不再复述连接

数据库步骤。 



盈帆报表说明书 v6.5                                                                              75 / 159 

 
 

 

课程二：如何设置固定行和列 

说明：报表展示的内容较多时就会产生分页，如果想要某些内容在每个分

页上都显示的话，就要设置固定行和列。 

第一步：认识固定行和列 

点击工具栏中的 ，弹出“固定行列”对话框。 

 

 

固定行列包括：固定首行数，固定首行列，固定尾行起始行，固定尾行数

等。设置固定行和列后，会在每页的效果图中显示。 

第二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弹出来的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城市销

量”，添加数据源“ds1”。 

第三步：建立工作表 

把数据源中的数据集全部拖入工作表，在相应的数据单元格上添加名册，

设置行高列宽，背景色边框，添加报表标题“城市销量”，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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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设置固定行和列 

单击工具栏中的 ，弹出固定行列界面。 

 

 

设置好后确定，在工作区内显示两条深绿色，两条浅绿色的相交线。 

第五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中的 ，预览效果图。在预览图第一页和第二页都显示固定行

和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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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重复标题栏”。 

注意：所有的组合单元格都不能跨固定列或固定行。固定尾行以下的区域

不能有数据单元格。 

使用盈帆表格插件显示时，不能设置固定尾行，并且需要设置足够大的纸

张查看，否则效果与预期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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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三：如何制作行分栏报表 

说明：本课程用到“员工劳务信息”表，“员工劳务信息”表中数据较多，

且记录字段少，可以在一个页面上多列显示。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从数据库中取出“员工劳务信息”表作为数据源。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

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员工劳务信息”，可以点击  预览数据

详细信息，点击确认，添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将数据集从左边的数据源区拖入工作区，在相应的列上面标明列的名册，

设置单元格边框，文本居中，名册单元格设置其“伸展设置”为“横向伸展”。

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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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建立分栏 

选中表格中的第一个字段单元格 B5，选择属性栏中的“数据单元格”，选

中“开启分栏”，默认在页面上先一列往下显示，再从右侧显示，选中“先行

后列”，表示第一行显示完再显示第二行，以此类推。其中还有一个“分栏数

量”，表示一张页面，一行显示几条记录。 

 

 

第四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中的 进行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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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行分栏”。 

注意：需要分栏的数据字段需要设置“数据设置”为“列表”。名册单元

格的位置不能在分栏数据字段的前列，只能设置在其后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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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四：如何制作横向扩展报表 

说明：课程一中使用的是左父格，本课程要使用上父格，本次讲解如何把

报表横向扩展展示出来。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产品销量”，

添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把数据源区的数据集按从上到下依次拖入到工作表，然后在相应的数据单

元格左边为数据集设置名册，设置边框，文本大小，居中。 

 

 

第三步：设置横向扩展 

选择数据单元格，在属性栏中点击“高级”，扩展方向设置成横向扩展。

数据单元格设置扩展方向有效，非数据单元格设置扩展方向无效。设置完成后，

数据单元格显示一个向右箭头，这是横向扩展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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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中 ，预览效果图，实现横向扩展。 

 

 

第五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横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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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五：如何制作明细表 

说明：数据的一条记录过多，可以将字段按照功能进行分类，显示在页面

上。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客户信息”， 添

加数据源“ds1”。可以点击 预览数据信息。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把工作表按照字段功能进行分类，再将对应的数据源放到对应的单元格中，

并设置普通单元格的父格，完成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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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每一条记录的所有字段按照功能进行分类之

后，可以清晰的看到信息。 

 

 

第四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记录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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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六：如何给报表排序 

说明：通过“产品销量”表中的“订购数量”大小排序来掌握盈帆报表的

排序功能。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产品销量”，添

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制作工作表 

把“产品销量”表中的字段拖入工作表，加入边框。选中“订购数量”数

据单元格，属性栏中选择“高级”，排序选择“升序”。拖拽 B列，将 B列隐

藏。 

 

 

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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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排序”。 

 

注意：报表只能对排在最左边的列排序，其他情况的排序指的都是组内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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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七：如何制作伸展报表 

说明：伸展是单元格的“高级”属性，有横向伸展和纵向伸展。伸展区别

于扩展，扩展是给数据集所在的单元格设置样式属性，伸展是给跟随和他相邻

的非数据集单元格延伸，延伸后单元格合并成一个单元格。在工作表中设置延

伸的单元格要和数据集的单元格大小相等，否则不会延伸。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片区销量信息”，

添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制作工作表 

把数据源区的字段拖入工作表，点击“业务员”数据单元格，将“高级”

属性中的“扩展方向”设置成“横向”。在它的单元格上方输入“业务员”，

将“高级”属性中“伸展设置”勾选为“横向扩展”。将“产品类型”数据单

元格“扩展方向”设置为“纵向”，在它的单元格左边输入“产品类型”，并

将“伸展设置”设置成“纵向伸展”。  

 

 

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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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具栏 预览报表，效果如下图。相比于交叉报表，应用单元格伸展

样式，可以更方便给数据集加上名称。 

 

 

第四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伸展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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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八：如何制作分组报表 

说明：本课程以“产品销量”表为例。数据表中“业务员”所在地区相同，

销售多种产品，报表以分组的形式展现，数据会更加清晰，本课程讲解如何制

作分组报表。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产品销量”，点

击 可以预览数据内容，点击确定添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制作工作表 

将数据集加入工作表，把数据集相应单元格的上面添加名册。将单元格添

加样式，设置文本居中，加入边框，下图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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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按钮，预览效果图如下。 

 

 

自动分组分析：数据集所在的单元格属性栏“数据单元格”中有“数据设

置”这一选项，里面包括：分组、列表和汇总三个选项，默认的是分组，所以

数据集里的数据会自动分组。在盈帆报表单元格属性栏“高级”中存在“左父

格”和“上父格”这样的属性，默认在单元格右方的数据单元格以单元格左方

的数据单元格作为父格，因为有父格的关系，所以报表的分组会显示的更加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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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信息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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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九：如何设置页眉与页脚 

说明：盈帆报表中也可以设置页眉与页脚，本课程讲解如何设置页眉与页

脚。 

第一步：认识页眉与页脚 

页眉和页脚：在菜单栏“模板”—“页眉设置”/“页脚设置”或者工具栏

中点击 / 都会弹出“页眉”和“页脚”sheet页。页眉与页脚在工作表中不

显示内容，打印或导出 PDF时显示实际效果。在页眉和页脚中可以使用特定的

公式“[页码]”、“[页数]”、“[时间]”、“[日期]”，输入后直接显示结

果。 

第二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产品销量”，添

加数据源“ds1”。 

第三步：建立工作表 

把数据源“ds1”中的数据集全部拖入工作表，在相应的数据单元格上添加

名册，设置行高列宽，加上背景色边框，工作表完成效果如下图： 

 

 

第四步：设置页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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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菜单栏“模板”—“页眉设置”，或者点击工具栏中的 ，进入页眉

设置，在里面输入以下内容，设置完成后单击工具栏 跳回工作表。 

 

 

第五步：设置页脚 

点击菜单栏“模板”—“页脚设置”，或者点击工具栏中的 ，进入页脚

设置，在里面输入以下内容，页脚设置完成后，单击工具栏 跳回工作表。 

 

 

第六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按钮后，再点击“打印”，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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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页眉与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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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十：如何制作子报表 

说明：对于子报表，主要用来在同一个显示页面中嵌入不同页面的信息，

在很多报表中都会使用到子报表。在盈帆报表中根据需求，在主页面的某个区

域显示出某张报表或者图表用于参考。 

第一步：创建子表单 

点击“sheet1”页左边的 ，自动添加一个“sheet2”子表单。 

 

 

第二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产品销量”，

添加数据源“ds1”。在数据集编辑界面中，点击 可以预览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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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建立工作表 

在“sheet2”表单的工作区中做出表格，把需要的数据集从左边的数据源

区拖入工作区，相应的数据单元格上标明名册，设置单元格边框，文本居中，

效果如下图。 

 

 

第四步：设置子报表显示区域 

在主表单“sheet1”页面中选择一个区域，点击工具栏中的 ，将选择的

区域合并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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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菜单“单元格”-“关联子表单”，在对话框中将“sheet2”选入链接

子表单中，点击“确定”。 

 

 

第五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里面的 ，进行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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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子报表”。 

注意：被关联的子表单如有多页，在主表单的子表单区域只会显示被管理

的子表单的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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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报表 

课程十一：如何制作二维码报表 

说明：报表中有些数据需要用二维码表示，本课程以“购货单信息”表为

例，使产品的“订购量”以二维码形式展示。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购货单信息”，

添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将数据源区内的“产品名称”和“订购量”数据集拖拽到工作表。在工作

表的右边单元格再次拖拽“产品名称”和“订购量数据集”。在相应的数据单

元格上方输入名册，设置标题，单元格边框，完成如下图。 

 

 

第三步：设置二维码 

选中最右边的“订购量”数据单元格，在属性栏“样式”中选择“格式”，

下拉框中选择“条形码”，显示的条形码分列中选择“QRCODE”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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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中 ，预览效果，“订购量”全部以二维码的形式展示。 

 

 

第五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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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十二：如何制作条形码报表 

说明：报表中有些数据需要用条形码表示，本课程展示盈帆报表中的常用

条形码。 

第一步：建立工作表 

在多个单元格中分别输入数字，字母，数字+字母的文本内容，完成如下图。 

 

 

第二步：设置条形码 

每个条形码功能不同，因此需要使用对应的条形码才能显示出来。 

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中 ，预览效果，不同格式的条形码分别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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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常用条形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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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十三：如何制作超级链接报表 

说明：盈帆报表中可以使用超级链接，超级链接可以链接到固定的网址，

也可以链接到做好的模板。本课程用“地区销售”表的图表显示模板链接到相

应表的文本显示模板来讲解超级链接。 

第一步：认识超级链接 

点击菜单栏“单元格”—“超级链接”，弹出超级链接窗口。 

 

 

：新建“网页链接”或“模板链接”。  

：删除一个超级链接。 

链接名称：超级链接命名。 

打开方式：超级链接可在“当前窗口”打开或“新窗口”打开。 

模板名称：可以点击后面的 快速链接到模板文件。 



盈帆报表说明书 v6.5                                                                              104 / 159 

 
 

 

 

模板参数：链接时可以设置此模板的参数传递到被链接的模板，模板参数

可以对应的是分类(CATEGORY)、系列(SERIES)、值(CATEGORY)、参数

(@{Param1})、控件值（CONTROLVALUE）、X 轴（X-AXIS）、Y 轴（Y-AXIS）、

单元格(C5)，比如我们设置一个模板参数 param1，在输入模板区域中输入：

param1=C5，此时 param1的模板参数会将 C5的值传递到被链接的模板。 

第二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地区销售”，

添加数据源“ds1”。 

第三步：建立工作表 

将数据集拖拽到工作表内，在相应的数据单元格上输入名册，设置背景色

边框，设置标题：“@{param1}+'销量图'”，并把单元格插入公式，设置完成

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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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设置模板参数 

点击菜单栏“模板”—“模板参数”，设置模板参数。模板参数命名为

“param1”，数据类型设置为“字符串”，默认值设置为“刘烨”，控件类型

为：“文本编辑”，控件名称为：业务员。 

 

 

再次编辑数据源，选中“ds1”数据源，点击上方 ，在弹出来的数据集编

辑框把原来的：“select * from 地区销售”替换成“select * from 地区销售 where 

业务员=@{param1}”。 

第五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超级链接_”，并关闭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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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建立相应的图表模板 

在新的模板中，数据源区内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地区销售”，添加数据源“ds1”。 

在工作表中插入插件柱状图，双击插件，在“数据”属性中，设置数据来

源为“数据集数据”，在分类下设置“数据列”为“业务员”，系列下设置“数

据列”为“产品名称”，值下设置“数据列”为“订购箱数”。 

 

 

第七步：设置超级链接 

选中图表所在的单元格，点击菜单栏“单元格”—“超级链接”，单击 加

入一个新的“模板链接”，打开方式选择“新窗口”，模板名称点击 找到名

称为“超级链接_”的模板。模板参数选择右边的“关键字”，在下拉选项中选

中“分类”，在输入框出现“CATEGORY”的英文，输入框中输入：“param1= CATEGORY”，

超级链接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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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中 ，预览效果。单击图表中的柱状图会把值为业务员的 param1

参数传递到“超级链接_”模板中，并显示相应的模板内容，故需要在“超级链

接_”模板中设置名为 param1 的参数。 

 

 

 

 第九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超级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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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十四：如何制作档案报表 

说明：本课程用到“员工档案”表，通过学习掌握如何制作明细报表。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员工档案”，

添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按照设计的显示格式，依次选中数据集，把数据集拖入对应单元格。 

 

 

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中 ，预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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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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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十五：制作复杂区域联动报表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as a from 城市销量”， 

添加数据源“ds1”。再添加一个数据源“ds2”：“select * from 城市销量 where 

省份 like '%'||@{param1}||'%'”。param1 参数设置如下：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根据子报表的制作方式（课程十），插入插件“中国地图”，子报表，并

设置地图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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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4 子页中插入插件“条形图”，双击插件，“标题”属性中，设置“标

题文本”为“省份销售条形图”，调整标题的左边距为“center”；“图例”属

性中，调整图例的上边距为“bottom”；“数据”属性中，设置“数据来源”为

“数据集数据”，“数据集”选择“ds2”，分类下的“数据列”选择“城市”，

系列下的“数据列”选择“省份”，值下的“数据列”选择“销售额”。 

 

 

sheet2 子页中插入插件“柱状图”，双击插件，“标题”属性中，设置“标

题文本”为“省份销售柱状图”，调整标题的左边距为“center”；“图例”属

性中，调整图例的上边距为“bottom”；“数据”属性中，设置“数据来源”为

“数据集数据”，“数据集”选择“ds2”，分类下的“数据列”选择“城市”，

系列下的“数据列”选择“省份”，值下的“数据列”选择“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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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3 子页效果如下： 

 

 

第三步：设置区域联动  

选中地图图表单元格，选择菜单“单元格”-“区域联动”，新建三个区域

联动，参数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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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点击地图的相应省份，其他区域进行联动，

显示相应省份的数据信息。 

 

 

第五步：保存报表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地区销售多层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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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十六：分栏条形码报表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员工信息”，添

加到数据源“ds1”。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把数据源字段拖拽到工作表中，并设置相应数据单元格的名册，边框，文

本居中，设置标题，显示如下： 

 

 

选中“编码”数据单元格，选择属性栏“样式”中的“格式”，选择“条

形码”下拉框，选择“UPC-A”选项，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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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姓名”数据单元格，选择属性栏“数据单元格”中的“开启分栏”、

“分栏数量”，效果如下图： 

 

 

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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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保存报表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分栏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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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十七：如何制作交叉报表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片区销量信息”，

添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按照交叉报表的制作方式，制作好工作报表，按照分组统计制作方式，对

不同字段做统计，显示如下： 

 

 

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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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保存报表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多维度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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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十八：如何制作统计报表 

说明：数据集中有很多分组，分组的数据如何在报表中进行统计？本课程

以“购货单信息”表按照分组报表制作，进行统计讲解。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购货单信息”，

添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如下图制作工作表，本课程主要是先对不同“产品类别”的购买金额做统

计，设置字段“小计”左父格为“产品类别”；对不同供应商的购买金额做统

计，设置字段“产品购买总金额”左父格为“供应商”；再对总金额做统计，

字段“总计”不设置父格。效果如下图：  

 

 

将最后一列隐藏。 

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中的 ，进行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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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分组统计”。 

注意：进行对某个分组进行统计，要在其后面的单元格进行拆分，同时要

设置以这个分组的数据集作为父格，这样才能达到统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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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十九：如何制作折叠报表 

说明：数据集中有很多分组，有的分组会有很多子类。如何能让分组报表

像列表一样，需要使用到折叠属性，本课程对折叠属性进行讲解。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产品信息”，添

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如下图完成工作表，选中“proptype”，选择属性栏“数据单元格”，勾

选“开启折叠”。选中“specification”，选择属性栏“数据设置”为“列表”。 

 

 

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中的 ，进行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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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信息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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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十：如何制作筛选条件报表 

说明：本课程用到了“学生成绩”表，对成绩表进行分组筛选统计。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学生成绩”，

添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将班级与成绩分别拖拽到工作区内，并添加其名册。将班级设置“升序”

排序，成绩的左父格分别设置成“班级”所在单元格 B5，并依次将默认的数据

设置“分组”改成“汇总”，汇总方式设置为“数量”。效果图如下： 

 

 

第三步：设置筛选 

对每一个分组的成绩进行筛选，选中“30-40”单元格下的“成绩”数据单

元格,在属性栏“数据单元格”中“筛选”编辑框中输入“@{成绩}>=30 && @{成

绩}<40”，本公式是将符合条件的成绩筛选出来。依次设置其他分组的筛选条

件。 

第四步：预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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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具栏中的 ，进行预览。 

 

 

第五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数据筛选并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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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十一：用公式制作占百分比报表 

说明：本课程需要用到公式的另一种特殊用法，本课程讲解如何让数据集

的一个值和上一个的值进行百分比。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产品销量”，

添加数据源“ds1”。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把数据源的数据全部拖入工作表，在相应的数据单元格上方加入名册，在

数据集右边单元格输入“F5/F5[E5:-1]”，在工具栏中点击 把单元格设置成

公式。将此单元格的左父格设置成“订购数量”所在单元格“F5”，完成效果

如下图。 

 

 

第三步：公式详解 

公式“F5/F5[E5:-1]” 详解：在此工作表中公式“F5”表示的是“订购数

量”数据集的值，“F5[E5:-1]”在工作表中表示上一个“产品名称”所对应的

“订购数量”数据集的值，整体就是“订购数量”数据集的值与上一个“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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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数据集的值相比。 

第四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下图中的每一个供应商产品的订购数量会自

动和上一个产品形成百分比，这样可以清晰的了解各销售员各种产品订购量比

例情况。 

 

 

第五步：保存报表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公式制作占百分比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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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十二：如何给报表加条件属性 

说明：条件属性就是给报表设置背景、字体、边框、行高、列宽、追加字

符等属性。报表中有数据集的存在，想要灵活在工作表中加属性，就要用到条

件属性了。 

第一步：认识条件属性 

点击菜单栏“单元格”—“条件属性”，弹出“条件属性”对话框。 

 

 

添加条件属性时，需要先点击 建立一个条件属性，条件属性，条件名称

默认为“属性 1”，可以修改名称，在名称下面是属性。点击属性 会有背景、

字体、边框、行高、列宽、追加字符等属性选项，每一个属性可以对应工作表

的单元格、行、列。属性下边是公式，根据公式条件可以更加灵活的给工作表

加属性。一个条件属性可以加多个条件属性，一个数据集可以加多个条件属性。 

第二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库存需求信

息”，添加数据源“ds1”。 

第三步：建立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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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需要的数据源拖入工作表内，并添加相应数据单元格的名册。效果图如

下。 

 

 

第四步：设置条件属性 

选中工作表中“库存量”数据单元格，单击菜单栏“单元格”-“条件属性”，

在弹出来的条件属性窗口中 加上“属性 1”，点击属性 加背景色红色，位置

选择当前行在插，公式下方输入：“E6<50 && C5=='果蔬'”。 

 

 

再在工作表中选中“订购金额”数据单元格，单击菜单栏“单元格”-“条

件属性”，在弹出来的条件属性窗口中 加上“属性 1”，点击属性 加背景色

绿色，位置选择当前行，公式下方输入：“G6>100000 && C5=='鞋子'”。 

第五步：预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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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 

 

 

第六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数据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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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十三：如何制作主从表 

说明：两个表有主从表关系，在报表中如何展示？本课程选两个表，一个

是“地区销量”表，一个是“产品属性”表，“产品属性”表是“地区销量”

中“产品”的详细说明。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地区,产品,sum(销量) as 

销量总和 from 地区销量 group by 产品”，添加数据源“ds1”。 

再次点击数据源区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产品属

性 where 产品名称=@{parent.C4}”，添加数据源为 ds2。 

点击宏替换 ，弹出的界面中，添加宏替换键（“@{parent.C4}”）、值

（'柳橙汁'），刷新 ds2 数据集。 

注意：“@{parent.C4}”是特殊格式，C4 是指实际要关联的单元格。可改

为其他的单元格，制作报表时此单元格必须是当前数据集父格中的一个子单元

格，也可以是当前数据集的父格所在单元格。设置宏替换是为了在数据集刷新

出数据字段。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从数据源“ds1”中取出“地区”、“产品”、和“销量总和”数据集放入

工作表，其中“产品”是 ds2 所关联的，放置的单元格必须与 ds2 数据集所里

设置的一致。在数据源“ds2”中取出“产品 ID”、“产品类型”、“单位数量”、

“单价”数据集，制作工作表如下图。将非数据集单元格“地区”的单元格左

父格设置为数据源“ds1”的“地区”数据单元格，除此之外的所有非数据集的

单元格设置左父格为数据源“ds1”的“产品”数据单元格，数据源“ds2”的

“产品 ID”数据单元格左父格设置为数据源“ds1”的“产品”数据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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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 

 

 

第四步：保存报表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主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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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十四：如何制作多表单报表 

说明：多个表之间有关联关系，在报表中可以用多表单的形式展示出来。

本课程选择有关联的“学生基本信息”、“家庭成员”、“期中成绩”与“期

末成绩”表进行多表单的详细说明。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学生基本信

息”，添加数据源“基本信息”。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家庭成员”，

添加数据源“家庭成员”。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学生基本信息.name,

期中成绩.* from 学生基本信息,期中成绩 where 学生基本信息.id = 期中成

绩.stid”，添加数据源“期中成绩”。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期末成绩”，

添加数据源“期末成绩”。 

第二步：建立“基本信息”表单 

在工作区中设计模板显示样式，从数据源“基本信息”中拖拽相应的数据

集放在相应的位置，设置标题为公式形式“F4 学生基本信息”，并将相关的文

本单元格设置左父格为数据源“基本信息”的“id”数据单元格。再把数据源

“家庭成员”中需要的数据，拖拽到相应位置。设置相应的数据单元格的左父

格为数据源“家庭成员”的“stid”数据单元格，并将相应的文本单元格设置

左父格为“家庭成员”的“stid”数据单元格。最后将当前表单名字改变为“基

本信息”，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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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家庭成员”的“stid”数据与数据源“基本信息”的“id”实际

上是有关联关系。选中数据源“家庭成员”的“stid”数据单元格设置筛选条

件“@{stid} == D4”，将两张表的显示关联起来，并将数据源“家庭成员”的

“stid”数据单元格所在列隐藏。预览当前模板效果如下： 

 

 

第三步：建立“成绩”表单 

点击“基本信息”表单页左边的 ，在新添加的“sheet1”表单中，从数

据源“期中成绩”拖拽相应的字段放在相应的位置，设置标题为公式形式“A5

成绩”，并将相关的数据单元格与文本单元格设置左父格为数据源“期中成绩”

的“stid”数据单元格。再从数据源“期末成绩”中拖拽相应的字段放在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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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将“期末成绩”文本单元格 C8左父格设置为数据源“期中成绩”的“stid”

数据单元格，其他非 C8单元格外的相关的数据单元格与文本单元格设置左父格

为数据源“期末成绩”的“stid”数据单元格。最后将当前表单名字改变为“成

绩”，将 A 列隐藏起来。效果图如下。 

 

 

第四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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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学生信息多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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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十五：报表如何使用数据字典 

说明：在数据库中经常使用数字表示名称，在报表中展示数字相对应的名

称，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用以数字和名称相映射的表格用做字典。本次课程以“订

单明细”表格为例，以“产品”表作为字典，讲解如何在报表中显示数据字典。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订单明细”，

添加数据源“ds1”。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产品”，添

加数据源“ds2”。 

第二步：制作工作表 

将“ds1”数据源的数据集全部放入到工作表中，在相应的数据单元格上方

添加名册，设置单元格文本居中，并添加边框。 

 

 

预览报表时，“产品”是用数字的方式展示，并没有显示本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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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设置数据字典 

选中“产品”数据单元格，在属性栏“数据单元格”中，勾选“数据字典”，

“字典源”选择“ds2”，“映射列”选择“产品 ID”，“显示列”选择“产品

名称”。 

 

 

在被设置使用字典的数据单元格的右下方有红色三角标志。 

第四步：预览效果图 

再次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此时所有“产品 ID”都显示成了相应的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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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数据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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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报表 

课程二十六：如何制作图表报表 

说明：在报表中，使用图表展示数据会更清晰明了。本课程以“产品销量”

表为例，讲解如何用盈帆报表做图表。 

第一步：认识图表 

点击菜单栏“插入”—“插入插件”，或者在工具栏中点击 ，弹出插件

对话框，插件类型包括：条形图、折线柱状图、中国地图、饼状图、柱状图、

双折线图、折线图等。 

 

 

一般图表所占位置较大，在工作表中单元格位置需要设置大些。插入插件

后，在工作表中会有插件的图表样式，双击单元格，弹出相应的属性设置编辑

框。每个插件有其独特属性，图表类型插件属性一般包括“标题”、“图例”、

“网格”、“数据”等选项。在“数据”属性中，图表数据用分类名、系列名、

值名来划分，他们的数据来源于所选数据源里的数据单元格或所设置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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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产品销量”，

添加数据源“ds1”。 

第三步：建立工作表 

在工作表中合并 B2—G10 单元格，在菜单栏中点击“插入”—“插入图表”，

或者在工具栏中点击 ，在合并的单元格内插入图表，图表类型选择为“柱状

图”。 

第四步：设置单元格属性 

设置数据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数据集中设置，另一只是从单元格中设

置。 

双击插件单元格，在“数据”属性栏中，“数据来源”选择“数据集数据”，

“数据集”选择“ds1”，分类下的“数据列”选择“产品名称”，系列下的“数

据列”选择“业务员”，值下的“数据列”选择“订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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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选择“单元格数据”时，需要将数据拖拽出来，并进行设置。

将“产品名称”、“业务员”、“订购数量”拖拽到 B1、C1、D1 位置，点击“订

购数量”，“数据设置”属性设置为“汇总”，“汇总方式”为“累加”；双

击插件单元格，在弹出的“图表插件”中点击“数据”属性，在分类、系列、

值下的“数据”属性栏中分别输入“=[B1]”，“=[C1]”，“=[D1]”。 

 

 

第五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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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需查看数据，只看图表，在报表设计器中，将数据所在的行高变为 0 即可。 

 

第六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销量表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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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十七：如何做地图图表 

说明：插件类型中有“中国地图”，本课程主要讲解如何使用此插件。 

第一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各省销量”，

添加数据源“ds1”，点击预览 查看数据信息，在地图表中有省份的划分。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在工作表中合并 B2—H9单元格，在菜单栏中点击“插入”—“插入插件”，

或者在工具栏中点击 ，在合并的单元格内插入插件，弹出的插件类型界面中

选择“中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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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设置单元格属性 

双击地图插件，“标题”属性栏中，设置“标题文本”为“全国各省销售

表”；“数据”属性栏中，“数据来源”选择“数据集数据”，“数据集”选

择“ds1”，分类下的“数据列”选择“省份”，系列下的“数据列”选择“产

品名称”，值下的“数据列”选择“销量”。 

 

 

第四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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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地图”。 

 

图表类型中“中国地图”包含其他省份，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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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报表 

课程二十八：如何使用报表参数 

说明：如何给报表加入变量，通过选择的条件展示报表的内容，这里需要

用到报表参数。本课程以“员工信息”表为示例，按照年龄段来查找员工信息。 

第一步：认识报表参数 

单击菜单栏“模板”—“模板参数”，弹出模板参数设置对话框。 

 

 

：增加一个报表参数。 

：删除一个报表参数。 

名称：报表参数的名称，可以用名称来做变量。 

默认值：名称所对应的值。 

数据类型：有字符串、整型、浮点、日期、布尔 5 种类型。 

控件类型：控件类型有文本编辑框、下拉框、多选下拉框、下拉树、多选

下拉树、日期编辑框、日期时间编辑框、复选框、自定义下拉框列表等 9种控

件类型。 

控件名称：预览时，控件显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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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添加数据源 

数据源区点击 ，在数据集编辑框中输入：“select * from 员工信息”，

添加数据源“ds1”。 

第三步：建立工作表 

数据源“ds1”中的数据集全部拖入工作表，在相应数据单元格上方输入名

册，设置文本居中、加入边框。为了方便查看年龄，在数据集的最左边加入“年

龄”数据集，在属性栏“高级”中选择“升序”排序，最后将 B列隐藏。 

 

 

第四步：设置模板参数 

点击菜单栏“模板”—“模板参数”，弹出模板参数设置对话框。点击 新

建模板参数，名称为“age1”，“默认值”设置“25”，“数据类型”选择“整

型”，“控件类型”设置为“文本编辑框”，“控件名称”设置为“最小年龄”。 

点击 新建模板参数，名称为“age2”，“默认值”设置“40”，“数据

类”型选择“整型”，“控件类型”设置为“文本编辑框”，“控件名称”设

置为“最大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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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使用模板参数 

选中数据源“ds1”，在数据源区点击 ，弹出数据源编辑窗口。原来的语

句是：“select * from 员工信息”，现修改成： “select * from 员工信息 

where 年龄>=@{age1} and 年龄<=@{age2}”，在盈帆报表中使用“@{控件名称}”

来表示变量。 

第六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输入年龄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员工信息。 

 

 

第六步：保存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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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报表参数”。 

 

注意：参数格式必须以字母（大小写）或下划线开头，由字母、数字、下

划线组成。不建议用全大写字母加数字格式，如：A1，B1，容易与单元格混淆。 

在模板参数设置成下拉树或多选下拉树时，子层设置数据源的格式可通过

特殊参数指定。 

 

 

 

 

如图，“层次 1”的数据源是“ds2”，“ds2”的数据源语句是“select 省

份 from 城市销量 group by 省份”。“层次 2”的数据源是“ds3”，“d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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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源语句是“select 城市 from 城市销量 where 省份

='@{parentNodeValue}' group by 城市” 。 

 

 

 

 

其中@{parentNodeValue}代表的是“层次 1”实际数据源的数据值。 

@{parentNodeValue}参数只在此处使用有效果。其他地方使用此数据源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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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十九：如何使用账号参数 

说明：报表中可以用指定格式的账号参数来添加用户账号的信息。使用账

号的参数信息，可以方便模板进行权限设置。在制作模板中，可将用户账号信

息当做普通参数使用。本课程介绍账号参数显示。 

第一步：认识账号参数 

账号参数有固定的参数名称，参数名称包括： 

@{userName}：显示当前用户的账号。 

@{name}：显示当前用户的名字。 

@{roleName}：显示当前用户的角色。  

@{deptName1}：显示当前用户的部门第一级别。用户的部门是多级别的，

安装正常排序 deptName1代表第一级别，deptName2 代表第二级别，deptName3

代表第三级别…… 

@{email}：显示当前用户的 E-mail。 

@{wechat}：显示当前用户的微信。 

@{talkding}：显示当前用户的钉钉。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将上述的用户参数，以“插入公式”形式，添加到单元格中，并为其设置

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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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 

 

 

第四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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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填报 

课程三十：如何使用数据填报 

说明：报表不仅可以预览，还可以对数据进行回写。如何给模板进行数据

回写，本课程详细讲解数据填报功能。 

第一步：认识数据填报 

点击菜单栏“模板”-“数据填报”，弹出“数据填报”界面。 

 
 

：添加数据填报名称，名称不能为空，且不能与其他存在的名称重复。 

：删除当前选中的数据填报。 

：数据名称重命名，重命名不能为空，且不能与其他存在的名字重复。 

：拷贝当前的数据填报信息，并自动重新命名。 

：刷新数据连接，重新获取表与列。 

：预览当前表的信息内容。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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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课程一的模板为例，设计当前的模板。详见课程一：如何制作编号

报表。 

第三步：设置数据类型与控件 

为每个数据单元格设置“数据类型”与填报时所需要的控件。点击数据单

元格，在属性栏“数据单元格”中，设置其在数据库中实际的“数据类型”。

再在属性栏“控件”中，根据实际需求设置相应的控件。在最后一行设置两个

按钮控件，一个“添加行”，一个“删除行”，并设置其首单元格。这两个控

件主要是为了添加新记录，删除记录。 

 

 

第四步：设置数据填报 

点击菜单栏“模板”-“数据填报”，弹出数据填报窗口。点击 ，弹出添

加名称界面。在里面添加名称列表中没有的名字。 

选择数据连接，选择后会自动调整相应的表名，在表名中输入表名，或选

择查找的表。点击预览可查看默认的“select * from 表名”的数据信息。 

点击添加字段，在内容列表中默认添加一行，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要添加

信息。填报的内容包括：是否是主键，列名称，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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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按钮，保存数据填报信息。 

第五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修改数据，点击提交，数据将回写到数据库

中。 

 

 

第六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填报”。 

注意：数据连接、表名与列名称是可编辑，用来方便用户选择正确的选项，

请不要填写错误的填报信息，错误的信息有可能导致数据出错。添加字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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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一定要对应，否则可能错误结果。数据填报信息必须可以确定数据的唯

一性，不能确定唯一性的，填报时会发生改变其他数据的可能，请谨慎设置。

数据填报只会显示一页，不会显示分页效果。 

 

在模板属性中勾选“使用盈帆表格插件显示”，可以使用新的模式进行数

据填报。使用新模式，模板制作与上述一致，不同点是在第三步设置数据类型

与控件中，可以不设置增加行、删除行按钮。增加行里面有新增行、复制行两

个操作，其他的操作与上述操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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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三十一：如何使用数据校验 

说明：模板填报数据是否满足需求，如何给模板数据进行校验。本课程详

以课程三十为例，讲解数据校验功能。 

第一步：认识数据校验 

点击菜单栏“模板”-“数据填报”，弹出“数据填报”界面，切换到“数

据校验”，显示“数据校验”界面。 

 

 

：添加数据校验名称，名称不能为空，且不能与其他存在的名称重复。 

：删除当前选中的数据校验。 

：校验名称重命名，重命名不能为空，且不能与其他存在的名字重复。 

：拷贝当前的数据校验信息，并重新命名。 

 

第二步：建立工作表 

参照课程三十：如何使用数据填报。 

第三步：设置数据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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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菜单栏“模板”-“数据填报”，弹出数据填报窗口。点击“数据校验”

里的 ，弹出添加名称界面。在里面添加名称列表中没有的名字。 

点击“添加校验”，在内容列表中默认添加一行，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要

添加校验公式与出错后显示信息。本例校验年龄是否大于 30，在添加的数据校

验行里，双击公式列，弹出公式编辑界面。输入“年龄”数据单元格“E5 >30”，

则表示实际数据大于 30 的满足条件。 

再双击错处后显示列，同样弹出公式编辑框，里面编辑一些错误时的相关

提示。 

 

 

编辑好校验的公式后，点击“确认”，保存数据校验信息。 

第四步：预览效果图 

点击工具栏 ，预览效果图。提交数据时，对年龄进行校验，不满足条件，

不能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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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保存模板 

保存模板，模板命名为“数据校验”。 

注意：公式编辑里的公式满足 JavaScript 语法，已经定义一些可用的函数，

直接可用。数据校验公式里可使用账号参数（详见课程二十九：如何使用账号

参数），方便权限设置。公式编辑里有专署数据校验的函数“sql("连接名", "sql

语句", X , Y)”，获取 sql语句的第 X 行，第 Y 列，此函数只在公式列编辑时

有效。 

“强制提交”表示提交时，校验失败也提交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