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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特别说明，本手册内容会随软件版本的不同发生变化。未经版权所有者的书面允许，任何人不

能以任何方式翻印、传播手册的内容。 

 

 

版权所有（C）2018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册中出现的其它公司名称或产品名称属于各自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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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明 

CAXA 看板产品能够让客户在浏览器上查看图文档，浏览文档和根据条件查询文档。看板包括基础模

块和查询模块两部分。 

基础模块是图文档简化后的 b/s 架构，包括产品结构树、文档树、图文档自带查询功能、查看零部件

及文件夹下的文档、文档基本信息等功能。 

 

1.1 登录 

 

使用图文档用户名密码登录。 

1.2 浏览图纸 

浏览产品结构树、文档树。查看零部件及文件夹下的文档、文档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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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查询 

根据对象属性查询图纸。 

 

 

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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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模块分两种。一种为快速查询窗口；另一种是接口，可供其他进程调用。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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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是否能看到文档判断 sql执行是否成功 

 

快速查询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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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查询接口 

 

浏览 c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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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浏览说明 

 看板主要包括主界面、快速查询界面、看板查询接口三个功能。可进行测试。 

 看板浏览时，需要安装浏览器。cxp 浏览组件包括 CAXACappInfo、CAXACappView 等。(浏览组件无

法给你，我从一些地方找了好几个，都不如意。) 

1.5 快速查询窗口 

1) 界面 

 

 

1) 快速查询窗口界面分为三个部分：参数值输入部分、查询结果展示部分和文档展示部分。 

2) 查询结果展示部分中的文档默认包含 3D 文档、2D 文档、图纸、工艺文档。 

3) 参数值输入部分提供 3 个固定的参数，分别为零件代号、零件名称、文件名；查询条件间的逻辑

全部采用与逻辑。 

2) 逻辑算法 

1) 当用户只输入文件名，而不输入其他信息时，查询结果展示部分显示文档树和产品结构树中对应

的文档； 

2) 如果零件代号或者零件名称不为空，文件名为空时，则查询结果展示部分只显示产品结构树下对

应的文档； 

3) 如果零件代号和文件名都不为空，则查询结果为零件代号对应的零件下的同名文件。 

4) 另外，在 web.config 中 appname 给出应用类型。应用类型值有三个，分别为 caxavault、

processmanagement、dnc，即图文档、工艺管理、DNC。当应用名称为图文档时，根据数据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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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_Part 表匹配零件代号和零件名称。当应用名称为工艺管理时，根据数据库表 P_Part 表匹配零

件代号和零件名称。当应用名称为 DNC 时，与图文档类似，但需要增加数据表 DNCDocument。 

1.6 接口 

1) 概述 

接口给出一个可供其他进程调用的网址。 

界面包括查询结果展示部分和文档展示部分。 

用户在网址后输入参数，获得结果在查询结果展示部分显示。 

2) 网址和参数 

例如 http://127.0.0.1/searchdoc.aspx? 

userkey=0000012312312312&identityno=1&docname=aaa.exb&doctype=3ddocument&parttype=0。4 个参数可

部分缺省。各个参数代表的查询条件间的逻辑也全部采用与逻辑。参数中如果含有非 ascii 码，需要填入

转码后的字符。 

identityno 指零件代号。 

docname 是文件名。 

doctype 默认为全部文档类型，可不填，值可以为 3ddocument、document、drawing、cappdocument 或

者使用 and 将多个值连接起来，例如 documentandcappdocument。 

parttype 是指应用名称，当应用名称为图文档时，查询从表 T_Part 表中查找零件；为工艺管理时，查

询从表 P_Part 表中查找零件。使用 0 表示图文档，参数默认为 0，使用 1 表示工艺管理。 

例子中的参数代表的意义是从图文档中查找零件代号包含"1"的零件下面的包含字符串"aaa.exb"的 3D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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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艺管理接口和参数 

例如http://127.0.0.1:8080/searchdoc.aspx?userkey=0000012312312312&Materialno=md&name=车

&parttype=1。3 个参数中，部分可缺省。各个参数代表的查询条件间的逻辑也全部采用与逻辑。参数中如

果含有非 ascii 码，需要填入转码后的字符。 

Materialno 指物料编码。 

name 是工序名称。 

parttype 是指应用名称，当应用名称为图文档时，查询从表 T_Part 表中查找零件；为工艺管理时，查

询从表 P_Part 表中查找零件。使用 0 表示图文档，参数默认为 0，使用 1 表示工艺管理。 

 

2. 安装步骤： 

2.1 安装完整 iis。 

1. 不同版本电脑安装方法不同，可分别从网上搜索。由于看板产品基于 asp.net开发，确保在安装

时选择应用程序开发功能中.net扩展性、ASP、ASP.NET等，如果不确定安装哪个，可以对”应用

程序开发功能”中所有选项打勾。参考安装 IIS的网址例如：

http://www.jb51.net/article/29787.htm 。前五步即可。 

2.2 安装制造看板 

安装 CAXA WebBoard(图文档版本位数).exe。 

根据图文档位数安装 CAXA WebBoard 201Xr1.exe。 

打开 IIS，选中网站下的 caxavaultweb，右侧属性窗口选择"基本设置"，应用程序池改为"asp.net 

4.0"。如果 64位电脑装的是 32位的看板，那么需要在应用程序池选中 asp.net v4.0，右键高级设置启

用 32为应用程序改为 true。选中 caxavaultweb，编辑权限。具体参考：

http://www.cnblogs.com/syblogs/articles/httperror500.html的方式。 

注：安装程序需要修改数据库，添加存储过程，如果安装程序没法找到 osql.exe 需要用户手动执行。

可根据选中一个零件节点，右侧是否能够看到文档作为判断。如果有问题，则手动添加 C:\Program 

Files\caxa\CAXA WebBoard\sql 中的英文名 sql，getdoclistwhithppartOracle.sql 不需要执行。 

安装完成后，先看看服务器的数据库，在数据库 PLM 的可编程性、存储过程中是否有。确保 sql 执行

过。(有些电脑由于环境变量有问题，没法执行安装盘里面的 sql。或者把目录下的所有每一个 sql 都拖进

数据库中执行一遍，结果提示错误不用管。其他项目添加的 sql，没有时间整理) 

http://127.0.0.1:8080/searchdoc.aspx?userkey=0000012312312312&Materialno=md&name
http://www.jb51.net/article/297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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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时需要执行的 sql 

 
数据库中应该有的存储过程 

3. 设置授权锁 

如果电脑是 64位，安装的是 32位的图文档，需要修改是否启用 32位应用程序为 true。 

 

测试看板是否正确安装，注意，看板使用时客户端只支持 ie。如果报错为 500.21 internal server error 或

者 400.17，需要重装 iis，在 cmd命令行中执行 aspnet_regiis -i。如果报错为 server error in / application 

could not write to output file 拒绝访问，需要修改文件夹 c:\windows\temp的 iisusers权限，可从网上

获取详细资料。如果登录时报错，可能是 C:\Program Files\caxa\CAXA WebBoard\bin\ WebUserCom.dll

没有注册成功，需要使用 regsvr32注册这个 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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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需要安装浏览控件，应该是根据图文档位数安装 caxawebplugin.exe(或者确定只安装 32位

的)。另外需要设置 C:\Program Files (x86)\CAXA\caxaweb\ zipviewermap.xml,里面配置使用哪种应用打

开某格式文件。客户端的 ie浏览器需要如下设置：将服务器的地址添加到受信任的站点中。安全设

置里面 activex控件和插件中，对下载未签名的 activex控件选择启用，下载一千名的 activex控件选择

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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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意事项： 

 Web.config 中的 CxCacheDir文件夹如果不存在需要手动创建。 

 安装视频教程请参考视频”看板安装.avi”。 

 

5. 文件 pdf 在线浏览设置 

转 pdf在 web.config 里面设置，用谷歌或火狐，360用极速模式，IE10以上，可以浏览。 

 

 

 <add key="ViewtoTypeString" value=""/> 

 <!--mode="exbtopdf;dwgtopdf;exbtopng;dwgtopng;xlstopdf;doctopdf;"--> 

修改为 <add key="ViewtoTypeString" 

value="exbtopdf;dwgtopdf;xlstopdf;doctopdf;"/>   

 

当需要转换某格式文档例如 doc 文件转换为 pdf 时，需要在 web.config 文件中的 ViewtoTypeString 值

中添加，并在服务器中配置转换 pdf。如果 word、excel、ppt 无法转换为 pdf。  

5.1 Office 文件转换 pdf 时设置 

第一步：打开“运行”（如下图所示） 

在“开始-->附件”或“开始-->Windows 系统”中； 

或使用快捷键：Win（键盘上 Ctrl 键旁边上面印有 Windows 标志的键）+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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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请根据系统位数按提示操作） 

64 位系统：输入“dcomcnfg.exe”并点击确定 

 

 

32 位系统： 

1. 输入“cmd”并点击确定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mmc comexp.msc /32”并按下回车键（请注意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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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1. 窗口中的左侧，依次展开（点击图标左侧箭头）“组件服务”-->“计算机”-->“我的电脑”，鼠

标左键单击“DCOM配置”。 

2. 单击下图蓝框位置的“列表”显示按钮。 

3. 在右侧找到下图红框所标注的三个项目：Microsoft Excel Application；Microsoft PowerPoint幻灯

片；Microsoft Word 97-2003文档。 

 

 

第四步：在 Microsoft Excel Application 处单击鼠标右键，左键单击“属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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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在弹出窗口上方单击“标识”选项卡，下方选择“交互式用户”并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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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对“Microsoft PowerPoint 幻灯片”与“Microsoft Word 97-2003 文档”进行与“第五步”同样的

操作。 

如仍不能正常浏览请完成“第七至十一步”及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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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右键点击“我的电脑”，点击管理。 

 

 

第八步： 

1. 在弹出窗口中左侧点击“服务器和应用程序”下的“(IIS)管理器”（下图左侧红框） 

2. 单击右侧的“应用程序池” 

3. 在网站应用程序池（本例中为 IMSROOT）上单击右键并用鼠标左键单击高级设置 

 

 

第九步：找到“标识”，点击右侧“…”按钮（下图红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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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步：将“内置账户”改为“LocalSystem”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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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步：确认改好后，单击确定保存修改。 

 

 

如仍不能正常浏览请完成“第十二步”。 

 

第十二步：在“第五步”的弹出框中选择“安全”选项卡。将下方所有的权限改为自定义，并添加“IIS_IUSRS”

用户组，并赋予“读取”和“完全控制”权限。 

 

参考：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the_microsoft_excel_support_team_blog/2012/11/12/microsoft-excel-or-micr

osoft-word-does-not-appear-in-dcom-configuration-snap-in/ 

 

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10837437/interop-word-documents-open-is-null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the_microsoft_excel_support_team_blog/2012/11/12/microsoft-excel-or-microsoft-word-does-not-appear-in-dcom-configuration-snap-in/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the_microsoft_excel_support_team_blog/2012/11/12/microsoft-excel-or-microsoft-word-does-not-appear-in-dcom-configuration-snap-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