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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档概述 

此文档为汉得企业级 PaaS 平台 HZERO 用户使用手册，用于指导用户进行 HZERO 的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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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 

登录功能可根据用户名和密码登入 HZERO 平台，登入后可使用平台功能。当忘记密

码时 提供找回密码功能。 

登录路径：xxx/oauth/login 

 

2.1. 登录 

2.1.1. 登录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若用户名和密码都正确可成功登录。 当用户名或密码

不正确时会提示错误信息。 

 

2.1.2. 忘记密码 

若忘记密码，在登录界面点击忘记密码按钮进入忘记密码操作界面。 

输入注册用户时的邮箱或手机号，输入图形验证码。 

点击下一步进入重置密码界面，在该界面输入新密码后点击获取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重置，重置成功则进入成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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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人中心 

在此功能中，可进行安全设置、偏好设置、用户信息接收设置及查看用户信息。 

 

3.1. 使用HZERO个人中心 

3.1.1. 进入个人中心 

在工作台界面点击右上角弹出下拉框，点击个人中心进入个人中心功能页面。 

 

3.1.2. 账号信息 

点击账号信息进入账号信息维护页面，可在此功能中查看当前用户基本信息，并且可

以修改用户头像、用户名称、默认角色和默认公司等信息。 

 

3.1.3. 修改用户名称 

1.在基本信息用户名称下，点击修改按钮。 

2.输入新的名称后，点击保存完成修改，点击取消可撤销修改。 

3.1.4. 设置默认角色 

1.在默认集团信息的默认角色右边点击修改按钮。 

2.下拉框选择默认的角色。 

3.点击保存完成修改，点击取消可撤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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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设置默认公司 

1.在默认集团信息的默认公司右边点击修改按钮。 

2.下拉框选择默认的公司。 

3.点击保存完成修改，点击取消可撤销修改。 

3.1.6. 设置用户头像 

1.点击用户头像，弹出更换头像输入框。 

2.点击输入框区域上传头像或拖拽图片到输入框区域。 

3.点击保存完成修改，点击取消可撤销修改。 

 

3.2. 安全设置 

3.2.1. 安全设置 

点击安全设置进入安全设置维护页面，可在此功能中可进行安全设置、第三方绑定和

查看登录日志。 

可在此功能中进行修改密码、修改手机、修改邮箱等操作。 

 

3.2.2. 修改登录密码 

1.在登录密码右边点击修改按钮。 

2.输入原密码和新密码。 

3.点击确定完成修改。 

3.2.3. 修改手机 

1.在绑定手机右边点击修改按钮。 

2.获取验证码 

3.填入接收到的验证码后，点击下一步。 

 

3.2.4. 修改邮箱 

1.在邮箱绑定右边点击修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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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取验证码 

3.填入接收到的验证码后，点击下一步。 

 

3.2.5. 第三方账号绑定 

可在此功能中绑定微信、QQ、微博账号。 

 

3.2.6. 查看登录日志 

在登录日志右边点击查看按钮可查看登录日志列表。 

 

 

列表字段： 

审计类型：分为登录和登出两种类型。 

登录时间：登录的时间。 

登录地址：登录的地址。 

登录平台：登录的平台。 

登录设备：登录的设备和浏览器及版本。 

 

3.3. 偏好设置 

点击偏好设置进入偏好设置页面，可在此功能中进行时区切换、语言切换、菜单布局

切换、角色合并设置、时间格式修改、日期格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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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时区切换 

1.在时区切换右边点击修改按钮。 

2.LOV 选择时区。 

3.点击保存完成修改，点击取消可撤销修改。 

3.3.2. 语言切换 

1.语言切换右边点击修改按钮。 

2.下拉框选择语言。 

3.点击保存完成修改，点击取消可撤销修改。 

3.3.3. 菜单布局 

1.菜单布局右边点击修改按钮。 

2.下拉框选择菜单布局，可以清空菜单布局配置（注意：清空个人中心菜单布局配置

后，系统菜单布局样式则根据系统配置下维护的菜单布局配置进行展示）。 

3.点击保存完成修改，点击取消可撤销修改。 

3.3.4. 角色合并 

1.角色合并右边点击修改按钮。 

2.下拉框选择是否启用角色合并，可以清空角色合并配置（注意：清空个人中心角色合

并配置后，系统则根据系统配置下维护的角色合并配置来决定是否进行角色合并）。 

3.点击保存完成修改，点击取消可撤销修改。 

3.3.5. 日期格式 

1.在日期格式右边点击修改按钮。 

2.下拉框选择日期格式。 

3.点击保存完成修改，点击取消可撤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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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修改时间格式 

1.在时间格式后点击修改按钮。 

2.下拉框选择时间格式。 

3.点击保存完成修改，点击取消可撤销修改。 

 

3.4. 接收设置 

点击接收设置进入接收设置页面，可在此功能中可进行用户接收消息设置。 

 

1.在对应的消息类型下勾选及取消勾选。勾选表示可以接收该类消息。 

2.设置后点击保存完成修改，点击取消可撤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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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台 

此功能用于维护工作台布局。布局采用卡片的形式，用户可以新增、删除和自定义卡

片的位置。 

功能路径：登录后主界面显示工作台。 

 

 

4.1. 新增卡片 

1. 点击 按钮。 

2. 点击 按钮。进入选择卡片设置界面。 

3. 勾选/取消卡片。 

4. 点击 按钮完成新增。点击取消按钮可撤销新增。 

 

 

 

4.2. 删除卡片 

1. 点击 按钮。 

2. 两种方式删除。 

a) 点击 按钮。进入选择卡片设置界面。在界面中取消勾选。 

b) 点击卡片右上角的删除符号可去除卡片。 

3. 点击 按钮完成删除。点击取消按钮可撤销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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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调整卡片位置和大小 

1.点击 按钮。 

2.光标移动到卡片上，点击即可通过拖拽的方式来移动卡片的位置。 

3.光标移动到卡片右下角，点击可以调整卡片的大小。 

4.点击 按钮完成卡片位置和大小的设置。点击取消按钮可撤销变更。 

 

补充说明： 

 (1). 用户工作台界面在没有设置卡片时，会从当前角色递归向上查询角色是否设置了初

始化卡片，若查询到了初始化卡片则将其展示。 

 (2). 用户工作台界面点击设置布局>卡片设置时，若当前角色为普通角色，则仅可以设

置当前角色下存在的卡片。 

 (3). 若当前角色是租户管理员角色则可以设置当前角色下存在的卡片以及所有平台级的

卡片。 

 (4). 若当前角色继承了模板角色（租户管理员模板，销售员模板，专家模板），则可以

获取当前角色下存在的卡片以及模板下存在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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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站内消息 

在此功能中可阅读站内消息。 

功能路径：登录后在界面右上角小铃铛提示。 

 

 

5.1. 阅读站内消息 

当有站内消息时，右上角的小铃铛会有消息数目显示。 

1.点击小铃铛，可弹出消息提示框。 

2.在提示框中选择站内消息阅读。 

 

 

5.2. 消息中心 

在消息中心中，可详细看到全部消息，已读消息，未读消息。 

1.点击小铃铛，可弹出消息提示框。 

2.点击进入消息中心按钮。进入站内消息界面。 

3.站内消息界面可以查看消息、公告、通知三种消息内容，可以通过切换 tab 页来选择

查看哪种类型的消息。 

 (1)消息页面：在消息页面可以查看站内消息类型的信息，可以通过切换 tab 页来选择

查看全部站内消息、未读站内消息和已读站内消息，可以点击内容栏查看站内消息详

细内容，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全部已读按钮将所有站内消息标记为已读，也可以勾选指

定几条站内消息点击标记已读按钮将消息标记为已读，勾选站内消息后点击删除按钮

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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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知页面：点击通知 tab 页进入通知消息页面，在该页面可以查看所有系统通知类

型的消息，页面功能与消息页面相同，也可以执行消息查看、标记已读和删除的操

作。 

 

(3)公告页面：点击公告 tab 页进入公告消息页面，在该页面可以查看所有系统公告类

型的消息，点击内容栏可以查看系统公告的消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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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角色切换 

在此功能中可进行角色的切换。切换后可使用不同角色的功能。 

功能路径：登录后主界面右上角有当前角色提示，点击下拉显示其它角色，选择对应

角色进行切换。 

 

6.1. 切换角色 

如图，该用户具有平台管理员和租户管理员的角色，点击对应角色可切换到该角色并具有

该角色相应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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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管理 

 

7.1. 系统配置 

此功能用于让用户设置系统环境的标题和图标。 

菜单路径：系统管理 > 系统配置 

7.1.1. 配置项 

1. 系统标题：配置系统标题属性，修改保存后生效。 

2. LOGO：修改系统 LOGO 样式，修改保存后生效。 

3. favicon：修改 favicon 样式，修改保存后生效。 

4. 菜单布局：分为左右布局和上方菜单布局两种配置，修改保存后刷新页面或重新

登录后生效（注意：若个人中心下已经配置了菜单布局，则该配置不生效）。 

5. 菜单布局主题：分为默认和多彩两种配置。 

6. 角色合并：配置是否开启角色合并功能，修改保存后重新登录生效（注意：若个

人中心下已经配置了角色合并，则该配置不生效）。 

 

 

7.2. 菜单配置 

菜单配置功能 用于维护系统目录及菜单，菜单下可维护权限集，权限集里维护权限及

Lov。在菜单配置下维护好菜单及权限的关系后，才可以在角色管理分配权限。 

在 SaaS 环境下，菜单配置只有平台层功能，在平台层维护平台级菜单和租户级菜单。 

菜单路径：系统管理 > 菜单配置 

7.2.1. 列表查询 

查询条件 

1. 菜单展示为树形结构 

2. 目录/菜单：从根目录查找，直到匹配该名称，展示匹配到的目录及以上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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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级目录：从根目录查找，只要有一个名称匹配，则展示这一层级的目录(包含子

菜单) 

4. 层级：菜单层级，分平台级、租户级，默认为 平台级 

5. 快速索引：菜单快速索引 

字段 

快速索引：菜单快速索引，默认为菜单名称拼音首字母大写，可在左侧菜单栏搜索框

内通过快速索引搜索菜单 

类型：一共有四种类型：根目录、目录、菜单、权限集，权限集属于菜单的子集 

 

7.2.2. 根目录 

通过列表页面右上角的 新建 按钮可创建 根目录，即第一层的目录。 

字段 

类别：固定为根目录 

层级：可选择 平台级、租户级 

目录编码：目录编码分两段，第一段是产品(项目)的前缀，前缀通过 

HIAM.MENU_PREFIX 值集维护；第二段是目录编码。 

快速索引：非必输，默认取菜单名称拼音首字母 

路由：根目录可不配置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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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创建目录 

新建 

创建好根目录后，可在行上点击 新建 按钮，创建下级目录(或菜单)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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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可选 自设目录、菜单，如果不需要二级目录，则可以直接创建菜单类型 

层级：层级与上级目录一致，且不可修改 

目录编码：目录编码前缀与上级目录一致，且不可修改；建议目录编码也保持一定的

层级性。 

上级目录：上级目录固定不可修改（编辑时可修改） 

 

7.2.4. 创建菜单 

菜单是菜单展示的最后一级，对应到功能页面。 

字段 

类别：菜单 

路由：菜单需要维护访问的路由 

是否虚拟菜单：如果菜单不在左侧菜单栏展示，只是用来维护权限关系，可设置为虚

拟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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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创建权限集 

权限集 

在菜单上，通过 权限集 进入权限集维护页面。权限集是权限(API)的集合，权限集可以

对应到页面上的按钮，如果用户的角色没有分配这个权限集，则无法操作对应的按

钮。 

因为权限集涉及到权限分配，一般由超级管理员创建维护，然后分配给下级管理员。 

 

字段 

权限集编码：注意无需输入菜单前缀 

权限集控制类型：隐藏、禁用，如果用户的角色没有分配该权限集，当设置为 隐藏 

时，页面绑定的按钮会隐藏；当设置为 禁用 时，页面绑定的按钮显示禁用状态。 

 

新建完成后，可在权限集上看到如下按钮 

新建：可继续新建下级权限集 

编辑：编辑权限集 

禁用：禁用权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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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维护权限集的权限 

Lov：维护权限集下的 SQL 类型的值集 

7.2.6. 维护权限 

点击 权限 按钮进入权限关系维护页面，通过 添加权限 按钮选择权限 

 

权限选择页面可看到系统中所有服务的 API 权限，API 权限也区分 平台级、租户级。

如果菜单为平台级，则查询平台级的权限，如果菜单为租户级，则查询租户级的权

限。对于登录可访问、公开的 API，无需维护权限关系，不会被查询出来。 

请注意这里维护的权限应该是这个菜单页面会用到的需要授权的 API。 

7.2.7. 维护LOV 

Lov 

点击 Lov 按钮进入 Lov 关系维护页面，通过 添加 Lov 按钮选择 Lov。 

这里只需要维护 SQL 类型的值集 Lov，对于能执行 SQL 的操作都需要权限控制。对于 

URL 类型的 Lov，只需要将 URL 值集对于的 API 维护到权限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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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功能 用于维护系统角色，并为角色分配权限集，最终将角色分配给用户，用

户便拥有了角色的权限。 

在 SaaS 环境下，虽然角色管理功能区分平台层和租户层，但使用效果上是一样的，在

角色管理页面能管理的都是用户管理范围的角色，不用切换租户去管理角色。 

角色体系上，所有角色都是属于 平台(超级)管理员 或 租户(超级)管理员 的子孙角色。

平台管理员 拥有所有平台级权限，创建平台级权限集时，默认会分配到平台管理员

上；租户管理员 拥有所有租户级权限，创建租户级权限集时，默认会分配到租户管理

员上。所以，创建权限集后，只能由对应层级的超级管理员往下分配。 

角色体系分 创建体系 和 继承体系，创建体系表现在 父、子 角色关系上，继承体系表

现在 继承角色 关系上，区别表现在分配权限时，例如给 租户模板角色 分配权限，所

有继承自 租户模板角色 的角色(租户管理员)将自动拥有分配的这些权限，可以一键往

下分配权限，创建体系则不会。在回收权限时，会回收整个创建体系、继承体系的权

限。 

菜单路径：系统管理 > 角色管理 

7.3.1. 列表查询 

角色查询 

在角色管理页面，用户可以看到的角色范围是：由上级角色分配给当前登录用户的角

色(包括分配的其他租户的角色)，以及其中管理角色的子孙角色(创建体系)；子孙角色

中，限制只能看到当前用户所属租户的角色以及由当前用户所属租户的用户创建的其

它租户的角色。 

例：有 A、B 两个租户，A 下有 a1、a2 两个角色，a1 为管理角色，a2 为普通角色；B 

下有 b1、b2 两个角色，b1 为管理角色，b2 为普通角色。用户 M，所属租户为 A，A 

租户给 M 分配了 a1、a2 角色，B 租户给 M 分配了 b1、b2 角色。M 能看到的角色是 

a1、a2、a3、a4、a1 的子孙角色、b1 的子孙角色中由 A 租户的用户创建的角色。 

字段 

角色名称：角色名称，可以重复 

角色编码：角色视图编码，实际上角色编码为了控制唯一性，加入了分配层级等属

性，页面只展示最后一段 

角色层级：角色分 平台级 和 租户级，平台级角色只能分配平台功能权限，租户级角色

只能分配租户级功能权限 

上级角色：角色的父级角色 

角色来源：角色来源有 预定义 和 自定义，预定义是系统初始化定义好的角色，自定义

是有用户创建的角色 

所属租户：角色所属租户 

继承自：角色继承自某个角色 

分配角色：是否是分配给当前登录用户的角色，一般都是由其他用户分配给当前登录

用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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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角色：首先必须是分配角色，其次该角色拥有创建角色的功能，即能使用该角色

创建下级角色 

分配层级：对于分配的角色，显示分配层级 

分配层级值：分配的角色显示分配的层级值 

创建人：由谁创建的该角色 

操作说明 

如果角色为管理角色，则显示 创建角色 按钮，可以创建下级角色，否则不显示这个按

钮。 

其它可以看到的创建体系上的子孙角色，可以进行 复制、继承、分配权限 等操作 

整个创建体系上，只有最顶级的角色不能进行 编辑、分配权限 等操作，其它的角色

中，就算是管理角色，因为它本身也是被顶级的角色所管理的，所以也是可以进行 编

辑、分配权限 等操作的。 

角色的创建共有三种方式，创建角色、复制、继承 

 

1.1.1. 创建角色 

创建角色 

通过管理型角色操作栏上的 创建角色 按钮进入创建页面，这种方式创建的角色没有任

何权限，需要分配权限。 

字段 

父级角色：默认带出管理角色作为父级角色，可以理解成由该管理角色创建子角色 

继承自：默认为空 

角色编码：输入角色编码 

所属租户：只有当父级角色为 租户(超级)管理员 时，可以选择其它租户，可以理解成

创建其他租户的角色，否则创建的角色所属租户跟父级角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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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租户为 租户(超级)管理员 时，可以选择其它租户 

 

1.1.2. 复制角色 

复制角色 

选定某个可复制的角色，点击 复制 按钮，创建一个新角色。复制创建角色 与 直接创

建角色 的唯一区别就是复制创建的角色将自动拥有复制角色的权限，避免重复分配。 

父级角色：父级角色为这个角色的所有父级角色中已分配给当前用户的且离这个角色

最近的角色。例如 A、B、C 三个角色，A、B、C 为父、子、孙关系，其中 A、B 为管

理角色。如果将 A、B 都分配给用户 M，复制 C 时，父级角色为 B；如果只将 A 分配

给用户 M，复制 C 时，父级角色为 A。 

复制角色创建成功后，可以在 分配权限 中看到已分配复制角色的权限 

1.1.3. 继承角色 

继承角色 

选定某个可继承的角色，点击 继承 按钮，创建一个新角色。角色继承了被继承角色

后，将自动拥有被继承角色的权限，重要的是，给被继承的角色分配权限后，所有继

承自他的角色都将自动分配权限，即自动下分权限。 

⚫ 继承自：默认为继承的角色且不可修改。例如 C 继承 B，那么 C 自动拥有 B 的

权限，如果给 B 分配了权限，那么 C 将自动拥有这些权限。 

⚫ 所属租户：与创建角色一样，只有当父级角色为 租户(超级)管理员 时，可以选

择其它租户，否则与继承角色的所属租户一样。 

⚫ 继承角色创建成功后，可以在 分配权限 中看到继承角色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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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权限分配与回收 

选定某个角色，通过 分配权限 按钮进入权限分配与回收的页面。角色拥有哪些权限

集，将决定这个角色能拥有哪些菜单，即左侧菜单栏展示的菜单。 

权限分配 

可以看到的权限集范围：分配角色的父级角色的权限集，例如给 C 角色分配权限，那

么这里可以选择的权限范围是 C 角色的父级角色所拥有的权限集。 

权限分配只需要勾上需要分配的菜单或权限集即可，那么角色将自动拥有这些权限集

中的 API 权限。这些菜单及权限集需要在 菜单配置 功能下维护。 

分配权限集后，继承体系上的角色都将自动分配这些权限集。例如 C 继承 B，B 继承 

A，如果给 A 分配了一个权限集，那么 B、C 都将自动分配上这个权限集。 

权限回收 

权限回收只需要取消勾选已分配的菜单或权限集即可，角色将不再拥有这些权限集中

的 API 权限。 

权限回收后，该角色创建体系上的子孙角色，继承体系上的子孙角色的相应权限都会

被回收。例如 C 继承 B，B 继承 A，E 是 D 的子角色，D 是 A 的子角色，回收 A 的权

限集时，那么继承体系上的 B、C 及创建体系上的 D、E 的相应权限集都会被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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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层级 

选择用户后，设置分配层级以及层级值 

分配层级：租户层、组织层，用于控制数据访问权限 

分配层级值：如果分配层级为 租户层，则默认为角色所属租户；如果分配层级为 组织

层，需要选择角色所属租户下的组织架构。 

分配到租户层，相当于用户通过该角色拥有了角色所属租户的数据访问权限 

分配到组织层，相当于用户通过该角色拥有了选择的组织的数据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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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工作台分配 

选定某个角色，为其分配可以在工作台上配置的卡片。 

⚫ 在角色列表点击工作台配置按钮进入工作台配置界面，默认带出角色名称和角色

编码信息。 

⚫ 点击新增按钮，LOV 选择卡片代码，自动带出卡片名称、高度、长度等信息，平

台级角色可以调整位置 X 和位置 Y，并设置该卡片是否初始化。 

⚫ 选择对应卡片，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分配到角色上的卡片。 

⚫ 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卡片配置。 

 

 

7.4. 子账户管理 

子账户管理功能 用于管理系统用户，为用户分配角色等。在 SaaS 环境下，此功能分平

台层和租户层功能，平台层可查询所有租户的用户，租户层只能查询当前租户的用

户。首先介绍平台层的功能，然后介绍租户层与平台层的一些区别。 

菜单路径：系统管理 > 子账户管理 

7.4.1. 列表查询（平台层） 

平台层查询所有租户的用户列表 



                                                                汉得信息版权所有 

 

 

查询条件 

所属租户：指定要查询的租户 

默认租户：勾选后仅查询平台用户 

字段 

账号：用户登录账号 

名称：用户真实姓名 

邮箱：用户邮箱 

手机号：用户手机号 

冻结：用户是否被冻结，管理员可冻结用户 

锁定：用户是否被锁定，用户登录时密码错误次数超过一定限制后将被锁定 

所属租户：用户所属租户名称 

 

7.4.2. 新建账户 

字段 

账号：用户登录账号，非必输，不指定则默认生成登录账号。 

名称：用户真实姓名 

昵称：用户昵称 

所属租户：平台层可选择用户所属租户 

手机号：用户手机号 

密码：设置用户默认密码，非必输，不输入密码则使用租户安全策略中设置的默认密

码作为初始密码 

角色：分配用户角色，新用户至少分配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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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分配角色 

选择角色 

点击 新建 按钮选择角色，可选择的角色范围为：分配给当前登录用户的角色，以及其

中管理角色的子孙角色。 

 

分配层级 

分配层级可选 租户层、组织层 

租户层：将角色分配到租户层，分配层级值默认为角色所属租户，分配后，用户将拥

有该租户的数据访问权限。用户能访问哪些租户是由分配给用户的角色决定的。 

组织层：将角色分配到组织层，分配层级值需选择角色所属租户的组织架构，分配

后，用户将拥有该组织的数据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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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组织层 

配层级选择组织层，分配层级值选择该角色所属租户的组织架构 

 

删除角色 

选择角色，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分配的角色 

 

设置默认角色 

每个租户下只能设置一个默认角色，默认角色主要用在用户登录时取默认角色。首先

取用户所属租户的默认角色，其次取其它租户下的默认角色，没有则按数据顺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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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编辑用户 

字段 

o 账号：创建用户后，若未输入账号，则默认生成 8 位数字的账号 

o 邮箱：创建用户后，邮箱未验证，用户在个人中心绑定邮箱后变为已认证 

o 手机：创建用户后，手机未验证，用户在个人中心绑定手机后变为已认证 

o 所属租户：用户一旦创建，不可变更所属租户 

o 冻结：管理员可冻结、解冻用户 

o 角色：可给用户再分配或删除已分配的角色 

 

7.4.5. 用户组 

用户组 

通过行上 用户组 按钮进入用户组分配界面。通过新建按钮，选择用户组，将用户加入某些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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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管理员可通过此功能重置用户的密码，当列表中的用户为当前登录用户或者超级用户时，不显示修改密码按钮，只能通过

个人中心修改密码或者登录页面找回密码。 

 

7.4.7. 用户导出 

点击 导出 按钮，选择需要导出的条件、导出的类型以及导出的列，单 Sheet 导出 将头、行数据打平在一个 Sheet 中导

出，多 Sheet 导出 将头、行分到多个 Sheet 中导出。可以选择是否进行异步导出，以及配置最大 sheet 页数和单 sheet 页

导出最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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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 租户层 

用户列表 

租户层仅查询当前租户的用户列表 

 

新建用户 

o 租户层新建用户不用选择所属租户，默认为当前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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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LDAP 

7.5.1. 使用 HZERO LDAP 

LDAP 是轻量目录访问协议。LDAP 管理是对组织应用的 LDAP 信息设置的管理。LDAP 只针对 LDAP 用户，LDAP 用户

的登录名和密码取自 LDAP 指向的外部系统中的数据。 

组织下的 LDAP 属于该组织。LDAP 设置包括服务器设置和用户属性设置两种 LDAP 信息设置，且有 LDAP 连接测试、

LDAP 同步用户、LDAP 同步用户记录、禁用 LDAP 以及刷新 LDAP 等功能。 

用户可以使用测试连接功能来检测 LDAP 服务器是否可以连通以及是否可以正常获取用户属性值，可以使用同步用户功能

来将 LDAP 服务器中的用户信息同步到平台中，可以使用查看同步记录功能可以查看同步用户的基本信息。 

作用 

通过 LDAP 协议将外部系统的用户同步到 Hzero 子账户中，连接外部系统 LDAP 服务器，将用户账号同步到 Hzero 子账

户中，使用户不需要新建账号就能使用 hzero 系统。 

o 菜单层次：租户层 

o 菜单路径：系统管理 > LDAP 

7.5.2. 修改LDAP 

在 LDAP 中共包含两种配置内容：服务器设置和用户属性设置，下面介绍一下这两种配置中各自包含的配置项的含义。 

 

一、服务器设置 

1. 目录类型：平台目前提供了两种常用的目录类型可供选择。 

o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微软 Windows Server 中，负责架构中大型网络环境的集中式目录管理服务。 

o OpenLDAP：由 OpenLDAP 项目开发的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LDAP）的免费开源实现。 

2. 主机名：运行 LDAP 的服务器主机名。例如：ldap://example.com。 

3. 是否使用 SSL：此选项会影响端口号。 

4. 端口号：使用 SSL时，端口号是 636，不使用 SSL时，端口号是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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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准 DN：从 LDAP根节点搜索用户。例如，cn=users，dc=example，dc=com。 

6. 管理员登录名：拥有 LDAP 管理员权限的用户登录到 LDAP 的登录名。例如，user@domain.name 或 cn =用户， dc =域、

dc =名称。 

7. 管理员密码：拥有 LDAP 管理员权限的用户登录到 LDAP 的密码。 

二、用户属性设置 

1. 用户对象类:加载用户时使用的 LDAP用户对象类。 

2. 登录名属性：与平台中用户的登录名相匹配的 LDAP 字段。例如，cn、sAMAccountName、LoginName。 

3. 邮箱属性：与用户的邮箱属性相匹配的 LDAP字段。例如，email。 

4. uuid 属性：Ldap对象的唯一标识，大多数是 entryUUID属性，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可能是 objectGUID属性，如果

您的 LDAP服务器确实不支持 uuid，使用能唯一标识对象的字段即可，比如 uid 或者 entryDN 

5. 用户名属性：与用户的用户名相匹配的 LDAP字段。例如，username。 

6. 手机号属性：与用户的手机号相匹配的 LDAP字段。例如，phonenumber。 

7. 自定义筛选用户条件：额外的过滤条件用于同步用户，允许为空，表达式必须以(开始，以)结束，语法参考 ldap search 

syntax。 

7.5.3. 测试连接 

测试连接时，用户首先需要进行 LDAP认证登录。 

o LDAP登录名：登录 LDAP 系统进行 LDAP用户认证时需要填写的登录名。 

o LDAP登录密码：登录 LDAP系统进行 LDAP用户认证时需要填写的密码。 

用户认证通过后可以进行 LDAP基础连接和用户属性的校验。 

7.5.4. 同步用户 

如果 LDAP基础连接和用户属性校验通过。即可同步 LDAP 服务器中的用户信息至平台。 

7.5.5. 同步记录 

点击同步记录，您可以查看此组织下的同步 LDAP用户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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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字段： 

o 同步时间： 同步用户所耗费的时间。 

o 同步用户新增数量：同步用户新增用户数。 

o 同步用户更新数量：同步用户更新用户数。 

o 同步失败数量：此次同步用户失败的数量。 

点击同步失败数量可以查看同步用户错误详情信息列表，获取同步失败的用户基本信息以及失败原

因。 

 

7.5.6. 启用/停用LDAP 

用户停用 LDAP后，之前所同步的用户将无法登录平台，且之后无法继续同步用户和测试连接。启用后恢复正常登录和功

能可用。 

 

7.6. 单据权限管理 

7.6.1. 使用 HZERO 单据维度 

该页面用于定义、编辑单据维度。假设有一个单据表 order，有数条单据记录。order 表有字段 company_id、user_id

等，每个字段都可以作为单据维度用于限制用户查询记录。如创建 COMPANY 单据维度，用户 A 配置单据权限维护了该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system-manage/document-authority/document-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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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并用于限制 order 表的 company_id 字段，则用户 A 只能查询 company_id 包含于 COMPANY 单据维度的值来源的数

据。 

单据类型根据数据来源区分，处理逻辑上没有区别，以上 COMPANY 单据维度可以定义维度类型为业务范围，创建人

user_id 字段创建的单据维度类型应为个人用户。 

一、单据维度 

o 菜单层次：平台层 

o 菜单路径：系统管理 > 单据权限管理 > 单据维度 

o 默认角色：平台管理员 

 

二、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必输 

维度编码 维度唯一标识 是 

维度名称 维度的名称 是 

维度类型 可选择业务范围：单据维度来源数据属于业务范围；个人用户：单据维度来源数据属于个人范围 是 

值来源类型 可选择值集：值的来源数据从值集中选取；本地编码：值的来源数据在本地提供页面中选取 是 

值来源 当值来源类型是值集，值来源为 HPFM.LOV_VIEW值集视图中选取的值集。为本地编码时，值来源为本地页面的编码 是 

排序号 用于排序 是 

状态 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该单据维度 是 

三、操作 

o 查询：点击 查询数据，查询条件维度编码、维度名称都支持模糊查询 

o 新建：点击 新建单据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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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编辑：点击表格列操作，编辑单据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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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使用 HZERO 单据权限 

单据权限主要用于配置业务单据类型以及可控制的权限维度基础数据，配合角色、子账户的权限管理，进行单据数据权限

的限制，为 HZERO 平台提供一种可选的基础数据权限屏蔽功能。通过配置单据维度、单据权限灵活的生成数据权限屏蔽

规则，免去了手动配置权限规则大量 sql 代码 

一、单据权限 

o 菜单层次：平台层 

o 菜单路径：系统管理 > 单据权限管理 > 单据权限 

o 默认角色：平台管理员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system-manage/document-authority/document-dimension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system-manage/data-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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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必输 可修改 

单据编码 单据权限类型唯一标识 是 否 

单据名称 单据权限类型的名称 是 是 

来源微服务 从 HADM.ROUTE.SERVICE_CODE 值集视图中选取微服务，是数据屏蔽的目标微服务，作用于权限范围 是 是 

来源数据实

体 
SqlID，如 org.hzero.platform.infra.mapper.LovMapper.selectLovHeaders 是 是 

层级 可选择平台、租户。平台权限范围为平台下所有租户，租户权限范围为租户维护下配置的租户 是 是 

权限控制类

型 

可选择所有人、仅配置，当选择所有人时数据屏蔽当前权限范围下所有用户，仅配置可以通过角色管理、子账户管理手

动配置屏蔽用户 
是 是 

排序号 用于排序 是 是 

描述 单据权限类型的描述信息 是 是 

启用 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该单据权限类型 是 是 

租户维护 当层级为平台时可配置，点击新建按钮从 HPFM.TENANT值集视图中选择添加租户，点击删除按钮删除选择的租户 是 是 

操作 

o 查询：点击 查询数据，查询条件单据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o 新建：点击 新建单据权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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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编辑：点击表格列操作，编辑单据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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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维护权限维度：在单据权限上分配权限维度，详情见下文 

三、维护权限维度 

点击操作⟶维护权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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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必输 可修改 

限定业务范围 通过 HIAM.DOC_TYPE.DIMENSION 值集视图选择维度类型是业务范围的单据维度 是 否 

限定个人用户 通过 HIAM.DOC_TYPE.DIMENSION 值集视图选择维度类型是个人用户的单据维度 是 是 

来源匹配表 与单据维度的值对比的目标表，当前业务范围需要限制的表名 是 是 

来源匹配字段 与单据维度的值对比的目标表字段，当前业务范围需要限制的字段 是 是 

操作 

o 新建：点击 添加单据维度，单据权限维度以维度类型分为限定业务范围、限定个人用户两部分，对它们的操作并

没有区别。 

o 编辑：点击操作列下编辑，编辑分配的单据维度来源匹配表、来源匹配字段 

o 删除：点击操作列下删除，在提示中点击确认删除分配的单据维度 

作用 

维护权限维度为单据权限配置单据维度，相当于添加数据屏蔽规则，每个单据维度都是数据屏蔽条件。单据权限对数据屏

蔽仍是通过数据权限实现，维护一个单据维度后会动态配置上对应的权限范围与权限规则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system-manage/data-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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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维护的单据维度都会生成对应的权限规则和权限范围，可在编辑维度权限页面上查看对应数据屏蔽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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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维护的单据维度同时会修改对应权限规则，如果修改了来源匹配表字段则会生成新的权限范围，原来的权限范围会保

留并删除与权限规则的对应关系。 删除维护的单据维度会禁用对应的权限规则，禁用单据权限会禁用该单据权限对应的所

有权限规则。目前以上对单据权限的操作需要重新保存单据权限才能对权限规则和权限范围生效。 

四、单据权限优先级 

角色管理配置的单据权限优先级低于子账户管理,如用户 A 配置了单据权限 B1,A 当前角色配置有单据权限 B2，这单据权限

B1 生效 

五、角色管理-维护数据权限 

o 菜单层次：租户层 

o 菜单路径：系统管理 > 角色管理 > 角色管理 

o 默认角色：租户管理员 

点击操作列下操作 ⟶维护数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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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护数据权限的修改需要点击保存按钮后生效 

1、权限维度 Tab 页 

页面布局 

左右两栏，左侧展示可访问的单据权限，右侧展示选中单据权限维护的单据维度 

 

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单据 单据权限的单据名称 

权限维度范

围 

权限维度分为业务范围、个人用户，用于过滤权限值展示的权限维度。如 TEST-002 单据权限选中业务范围，权限值则只会显示权限范围为业务范围的单据

维度公司。 

权限值 展示单据权限下配置的单据维度，勾选复选框后可在权限数据 Tab 也上配置维度值 

操作 

o 查询：点击 ，查询条件单据名称可模糊查询 

o 勾选：勾选了右侧某个限制范围，代表此角色使用该单据维度限制单据数据访问。 

2、权限数据 Tab 页 

页面布局 

左右两栏，左侧展示可配置维度数据的单据维度，该列表展示的是在权限维度 Tab 页中勾选的权限值。右侧展示单据维

度的配置数据，若单据维度定义中值来源类型为本地编码则该部分内容为本地编码指向的页面渲染结果，如公司单据类型

(图一)。若是值集该部分内容为值集视图选配页面，如值集单据维度(图二)。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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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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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配置单据维度数据：为单据维度配置维度数据 

1. 本地编码（以图一为例）：在页面中通过勾选公司复选框为公司单据维度添加数据，取消勾选的复选框为公司单据维度删

除数据，由于本地编码页面无固定格式，就不再赘述 

2. 值集 (以图二为例) 

2.1 添加数据：点击 打开该单据维度值来源配置的值集视图(可多选)，勾选数据后点击确认按钮完成添加

数据 

2.2 删除数据：勾选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在提示中选择确认完成数据删除 

2.3 加入全部：打开加入全部开关，将把该值集中的数据全部加了单据维度中，无需再手动添加值集权限 

o 复制权限：将该角色的单据权限配置复制添加给其他角色 

1. 点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需要复制权限的角色。 

 

2. 添加角色：点击新建按钮，在 HIAM.ASSIGNABLE_ROLE值集视图中选择添加角色 

3. 取消角色：在操作列中点击取消，移除选中的角色 

 

4. 修改角色：点击角色列，通过 HIAM.ASSIGNABLE_ROLE值集视图重新选择角色 

5. 复制权限：点击保存按钮，将该角色单据权限复制到选中角色 

作用 

角色管理-维护数据权限定义当前角色所要限制的单据数据，使得该角色只能访问通过数据屏蔽规则的单据。如角色 A 配

置了单据权限 B，并为 B 维护了单据维度 C，C 的来源匹配表为 order_table、company_id,添加了值（1、2、3），则角

色只能查询到 order_table表里 company_id in （1,2,3）的单据。 

六、子账户管理-权限维护 

o 菜单层次：租户层 

o 菜单路径：系统管理 > 子账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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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默认角色：租户管理员 

点击操作列下操作 ⟶权限维护 

 

操作 

o 配置单据维度数据：配置当前用户的权限，与上文角色管理-维护数据权限中权限数据的配置单据维度数据操作相同，不再

赘述。 

o 权限交换：交换两个用户的权限 

点击 ，在弹窗中使用 HIAM.USER_AUTHORITY_USER值集视图选择需要交换权限的目标用户，点击确认按钮

完成交互权限 

 

o 权限复制：将当前用户的权限一键添加至其他用户，与上文角色管理-维护数据权限中权限数据的复制权限操作相同，不再

赘述。 

作用 

子账户管理-权限维护定义当前用户所要限制的单据数据，作用同角色管理-维护数据权限且优先级高于角色管理-维护数据权

限。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system-manage/document-authority/document-authority/#%E8%A7%92%E8%89%B2%E7%AE%A1%E7%90%86-%E7%BB%B4%E6%8A%A4%E6%95%B0%E6%8D%AE%E6%9D%83%E9%99%90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system-manage/document-authority/document-authority/#%E8%A7%92%E8%89%B2%E7%AE%A1%E7%90%86-%E7%BB%B4%E6%8A%A4%E6%95%B0%E6%8D%AE%E6%9D%83%E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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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客户端 

7.7.1. 使用 HZERO客户端 

该功能用户维护 oauth 客户端认证信息。可理解为一个前端应用就是一个客户端。 

o 菜单路径：系统管理 > 客户端 

7.7.2. 客户端列表 

列表字段： 

o 名称：客户端的名称。 

o 授权类型：客户端的授权模式。(password、implicit、client_credentials、authorization_code、refresh_token) 

o 操作：可编辑可删除客户端。 

授权模式 

o password：密码模式，使用 client_id 和 client_secret 以及用户名密码直接获取 token 

o client_credentials：客户端授权模式，该模式直接根据 client_id 和 client_secret 即可获取 token，无需用户参与 

o authorization_code：授权码模式，使用 client_id 和 client_secret 访问授权页面，用户授权后获取授权码，通过授权码换

取 token 

o implicit：简化模式，相较于 authorization_code 模式缺少获取授权码步骤，使用 client_id 和 client_secret 访问授权页面，

用户授权后返回 token 

o refresh_token：令牌刷新模式，通过 refresh_token 来刷新 token 的有效时间。 

 

7.7.3. 查询客户端 

查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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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名称：客户端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7.7.4. 新建客户端 

点击 按钮，进入新建页面。 

必输字段 

o 租户：客户端所属租户。 

o 名称：客户端名称。 

o 密钥：客户端使用的密钥。 

o 授权类型：下拉框选择 oauth 授权类型。 

o 状态：客户端是否启用，默认启用。 

非必输字段 

o 访问授权超时(秒)：AccessToken 的超时时间 

o 授权超时(秒): RefreshToken 的超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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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修改客户端 

可在此功能中修改客户端信息，维护重定向地址，添加附加信息，维护客户端角色，修改密钥，授权类型，以及作用域等

信息。 在列表操作列点击编辑按钮。进入编辑界面，修改信息后点击确定即可。 

字段 

o 重定向地址：客户端的重定向地址需要和该地址在同一域名里 

o 作用域：作用域为申请的授权范围，最多输入 6 个域，目前有且只有 default 域 

o 自动授权域：自动授权域为 oauth 认证后，系统自动授权而非用户手动添加的作用域，最多输入 6 个域，目前有且只有

default 域 

o 附加信息：附加信息 

o 角色：为客户端添加角色即为客户端添加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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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 删除客户端 

1. 在列表操作列点击删除按钮。 

2. 删除提示中点击确定完成删除。 

• 使用 HZERO 客户端 

• 客户端列表 

• 查询客户端 

• 新建客户端 

• 修改客户端 

• 删除客户端 

 

7.8. 数据管理组 

7.8.1. 概述-数据组管理 

数据组是一个逻辑概念，由出于业务需要而需要划分到同一组进行权限管理的数据组成。比如我们需要对独立值集中某些

个别的值划分成一组进行权限控制，数据组便具备这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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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组为头行结构 

7.8.2. 新建数据组头 

数据组头字段：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必输 可修改 

代码 数据组代码，所属租户下唯一 是 否 

名称 数据组的名称 是 是 

说明 数据组备注说明 否 是 

租户 通过值集选择该数据组所属租户 是 否 

是否启用 启用、禁用两种状态，禁用将无法参与权限屏蔽 是 是 

点击 按钮，新建数据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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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编辑数据组头 

点击操作列 编辑跳转到数据头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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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该页面配置数据组行 

7.8.4. 新建数据组行 

配置页面如上图所示 

数据组行字段：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维度代码 数据维度唯一标识编码 

维度名称 数据维度名称 

租户 数据维度所属租户 

维度值 数据维度下配置的维度值 

维度值含义 数据维度配置的维度值对应含义 

点击 ，通过值集选择数据维度配置的数据维度 

7.8.5. 删除数据组行 

在列表上勾选配置的数据组行，点击 按钮批量删除数据组行 

7.8.6. 数据维度分配维度值 

点击操作列 分配值为数据维度添加维值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system-manage/data-group-manage/data-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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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值界面点击 ，通过值集选配维度值，该值集数据来源为当前数据维度在数据维度配置配置的维度值。 

7.8.7. 数据维度删除维度值 

在列表上勾选维度值，点击 按钮完成批量删除 

7.8.8. 使用数据组 

创建好数据组后，我们先切换到平台管理员，然后给平台管理员分配单据权限。在单据权限分配好数据组后，切换到角色

管理，给数据组分配权限。角色数据组权限分配好后切换到租户管理员模板下面，进入子账户管理，可以对数据组进行权

限维护。 

7.8.9. 概述-数据维度配置 

数据维度用于组成数据组数据，供数据组选配数据。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system-manage/data-group-manage/data-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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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0. 新建数据维度 

数据维度为头行结构，数据维度(数据头)、维值(数据行) 

数据维度字段：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必输 可修改 

维度代码 数据维度唯一标识编码 是 否 

维度名称 数据维度的名称 是 是 

所属租户 通过值集选择该数据维度所属租户，不填写则默认 HZERO 平台租户 否 否 

父级维度 通过值集从已创建的数据维度中选择配置为该维度的父级维度 否 否 

描述 数据维度描述 否 是 

状态 启用、禁用两种状态，选择禁用则禁用该数据维度 是 是 

点击 按钮，新建数据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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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后进入数据维度编辑页面，可以编辑数据维度和配置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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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1. 编辑数据维度 

在操作列下点击操作进入上图所示页面，可以编辑数据维度和配置维值 

7.8.12. 新建维值 

维值字段 

字段名称 字段描述 必输 可修改 

维度值 维度值与父级维度值组合在当前数据维度下唯一 是 否 

维度值含义 维度值含义 是 是 

排序号 该字段用于排序 是 是 

父级维度值 存在父级维度时可选配，通过值集选择父级维度的维值 否 否 

有效期起 维值有效起始日期 否 是 

有效期止 维值有效截止日期 否 是 

启用 启用、禁用两种状态，选择禁用则禁用该维值 是 是 

描述 维值描述信息 否 是 

标记 维值标记 否 是 

点击 按钮添加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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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3. 编辑维值 

点击操作列上 操作 编辑维值 

7.8.14. 删除维值 

在列表中勾选需要删除的维值，点击 按钮批量删除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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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组织管理 

 

8.1. 组织信息 

8.1.1. 使用 HZERO 组织信息 

此功能展示登录管理员对应的组织架构信息。点击对应的组织 可对相应的组织进行查询、新建、编辑操作。 

 

o 菜单层次：租户级 

o 菜单路径：组织管理 > 组织信息 

8.1.2. 集团 

点击集团显示集团信息，该集团为创建租户时初始化的集团信息，集团编码通过编码规则自动生成，集团名称默认为租户

名称。在此页面可以修改集团名称。 

8.1.3. 公司 

1.在界面右边点击公司，进入公司列表界面。该界面用于展示公司的基本信息，可以根据公司编码和公司名称条件查询公

司信息。可以在操作栏下控制公司的启用禁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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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新建公司进入新建页面。默认创建的是境内机构，勾选境内机构时参数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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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字段： 

o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标准规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用 18 位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o 企业名称 : 企业名 

o 企业类型 : 公司类型 

o 纳税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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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注册地址：注册地址在国家定义中维护 

o 详细地址 :注册公司所在地址 

o 法定代表人 ：公司法人 

o 成立日期 ：公司注册日期 

o 营业期限：企业营业期限，若未勾选长期标识则需手动填写营业期限时间 

o 营业执照：上传营业执照，支持上传.jpg;.jpeg;.png;.pdf格式的文件。 

非必输字段： 

o 企业简称 ：企业的简称 

o 组织机构代码 

o 邓白氏编码 :这个号码是由邓白氏集团签发的一种实时动态的企业身份标识，每个号码会跟一个唯一的企业实体相对应，

不会重复使用 

o 注册资本：注册公司的资本 

o 经营范围 ：公司的业务范围 

创建非境内机构时需要将我是境内机构标识勾选掉，参数列表如下：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country-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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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字段： 

o 企业名称：企业的名称 

o 邓白氏编码 :这个号码是由邓白氏集团签发的一种实时动态的企业身份标识，每个号码会跟一个唯一的企业实体相对应，

不会重复使用 

o 注册地址: 注册地址在国家定义中维护 

o 详细地址：企业所在地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country-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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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法定代表人：企业法人代表 

o 成立日期 ：企业注册日期 

o 企业登记证件：上传企业登记证件，支持上传.jpg;.jpeg;.png;.pdf格式的文件。 

非必输字段： 

o 企业简称 

o 组织机构代码 

o 注册资本 

o 经营范围 

公司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新建公司即可。 

8.1.4. 业务实体 

前提条件：需要先维护公司信息，否则无法维护业务实体 

1.在界面右边点击业务实体，进入业务实体列表页面。该界面用于展示业务实体的基本信息，可以根据业务实体编码和业

务实体名称查询指定的业务实体信息。 

 

列表字段： 

o 业务实体编码：业务实体编码，唯一标识 

o 业务实体名称 ： 

o 公司 

o 数据来源：值集：HPFM.DATA_SOURCE，可以在该值集下维护数据来源的编码。 

o 来源系统：外部来源系统代码。 

o 状态：业务实体状态，分为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 

o 操作：编辑按钮，可以编辑业务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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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界面右上角点击新建按钮创建业务实体信息，点击多次则可以一次性维护多条业务实体信息，其中数据来源和来源系

统不可编辑，在平台下创建的默认为 SYSTEM，公司内容来源于组织信息下维护的公司信息。点击保存后将数据批量进行

保存。 

 

3.点击编辑可以编辑业务实体信息，可以修改当前系统下对应的业务实体名称、公司以及业务实体状态，若非当前系统下

的业务实体信息则仅能修改公司及业务实体状态。支持批量修改，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将数据批量修改。 

 

8.1.5. 库存组织 

前提条件：需要先维护业务实体信息，否则无法维护库存组织信息 

1.在界面右边点击库存组织，进入库存组织列表页面。该界面用于展示库存组织的基本信息，可以根据库存组织编码、库

存组织名称以及业务实体查询指定的库存组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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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字段： 

o 库存组织编码：库存组织编码，唯一标识 

o 库存组织名称：库存组织名称 

o 业务实体 

o 数据来源：值集：HPFM.DATA_SOURCE，可以在该值集下维护数据来源的编码。 

o 来源系统：外部来源系统代码。 

o 状态：库存组织状态，分为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 

o 操作：编辑按钮，可以编辑库存组织。 

2.在界面右上角点击新建按钮创建库存组织信息，点击多次则可以一次性维护多条库存组织信息，其中数据来源和来源系

统不可编辑，在平台下创建的默认为 SYSTEM，业务实体内容来源于组织信息下维护的业务实体信息。点击保存后将数据

批量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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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编辑可以编辑库存组织信息，可以修改当前系统下对应的库存组织名称、业务实体以及库存组织状态，若非当前系

统下的库存组织信息则仅能修改库存组织状态。支持批量修改，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将数据批量修改。 

 

8.1.6. 库房 

前提条件：需要先维护库存组织信息，否则无法维护库房信息 

1.在界面右边点击库房，进入库房列表页面。该界面用于展示库房的基本信息，可以根据库房编码、库房名称以及业务实

体查询指定的库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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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字段： 

o 库房编码：库房编码，唯一标识 

o 库房名称：库房的名称 

o 库存组织 

o 业务实体 

o 数据来源：值集：HPFM.DATA_SOURCE，可以在该值集下维护数据来源的编码。 

o 来源系统：外部来源系统代码。 

o 状态：库房状态，分为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 

o 操作：编辑按钮，可以编辑库房。 

2.在界面右上角点击新建按钮创建库房信息，点击多次则可以一次性维护多条库房信息，其中数据来源和来源系统不可编

辑，在平台下创建的默认为 SYSTEM，库存组织内容来源于组织信息下维护的库存组织信息，业务实体内容不可编辑，选

择库存组织时会默认带出所选库存组织下的业务实体信息。点击保存后将数据批量进行保存。 

 

3.点击编辑可以编辑库房信息，可以修改当前系统下对应的库房名称、库存组织以及库房状态，若非当前系统下的库房信

息则仅能修改库房状态。支持批量修改，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将数据批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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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库位 

前提条件：需要先维护库房信息，否则无法维护库位信息 

1.在界面右边点击库位，进入库位列表页面。该界面用于展示库位的基本信息，可以根据库位编码、库位名称以及业务实

体查询指定的库位信息。 

 

列表字段： 

o 库位编码：库位编码，唯一标识 

o 库位名称：库位的名称 

o 库房 

o 库存组织 

o 业务实体 

o 数据来源：值集：HPFM.DATA_SOURCE，可以在该值集下维护数据来源的编码。 

o 来源系统：外部来源系统代码。 

o 状态：库房状态，分为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 

o 操作：编辑按钮，可以编辑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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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界面右上角点击新建按钮创建库位信息，点击多次则可以一次性维护多条库位信息，其中数据来源和来源系统不可编

辑，在平台下创建的默认为 SYSTEM，库房内容来源于组织信息下维护的库房信息，库位和业务实体内容不可编辑，选择

库房时会默认带出所选库房下的库存组织和业务实体信息。点击保存后将数据批量进行保存。 

 

3.点击编辑可以编辑库位信息，可以修改当前系统下对应的库位名称、库房以及库位状态。支持批量修改，编辑完成后点

击保存将数据批量修改。 

 

8.1.8. 采购组织 

1.在界面右边点击采购组织，进入采购组织列表页面。该界面用于展示采购组织的基本信息，可以根据采购组织编码和采

购组织名称查询指定的采购组织信息。 

 

列表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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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采购组织编码：编码，唯一标识 

o 采购组织名称 

o 数据来源：值集：HPFM.DATA_SOURCE，可以在该值集下维护数据来源的编码。 

o 来源系统：外部来源系统代码。 

o 状态：采购组织状态，分为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 

o 操作：编辑按钮，可以编辑采购组织。 

2.在界面右上角点击新建按钮创建采购组织信息，点击多次则可以一次性维护多条采购组织信息，其中数据来源和来源系

统不可编辑，在平台下创建的默认为 SYSTEM，点击保存后将数据批量进行保存。 

 

3.点击编辑可以编辑采购组织信息，可以修改当前系统下对应的采购组织名称以及采购组织状态，若非当前系统下的采购

组织信息则仅能修改采购组织状态。支持批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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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采购员 

1.在界面右边点击采购员，进入采购员列表页面。该界面用于展示采购员的基本信息，可以根据采购员编码和采购员名称

查询指定的采购员信息。 

 

列表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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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采购员编码：采购员。唯一标识 

o 采购员名称：采购员名称 

o 联系方式 

o 数据来源：值集：HPFM.DATA_SOURCE，可以在该值集下维护数据来源的编码。 

o 来源系统：外部来源系统代码。 

o 状态：采购员状态，分为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 

o 操作：编辑按钮，可以编辑采购组织；指定用户按钮，点击后弹出指定用户页面，可以将某些用户与当前采购员进行关联。 

2.在界面右上角点击新建按钮创建采购员信息，点击多次则可以一次性维护多条采购员信息，其中数据来源和来源系统不

可编辑，在平台下创建的默认为 SYSTEM，点击保存后将数据批量进行保存。 

 

3.点击编辑可以编辑采购员信息，可以修改当前系统下对应的采购员名称以及采购员状态，若非当前系统下的采购员信息

则仅能修改采购员状态。支持批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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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指定用户进入指定用户页面，在该页面可以维护采购员和用户之间的关联关系。支持批量新增和删除操作。操作流

程如下： 

(1)点击新建按钮，页面下方会新增一行。 

(2)在账户一栏点击 LOV，在弹出的用户选择页面勾选指定用户。此处查询的用户信息为当前所

属租户下的用户信息。勾选用户之后在页面上显示账户名和用户描述信息。 

(3)新增一条或多条数据后点击确定将参数批量保存。 

(4)如果想删除采购员和用户的关联关系，则需批量勾选需要删除的数据后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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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组织信息同步 

8.2.1. 使用 HZERO 组织信息同步 

将 HZERO 内部的组织信息同步到钉钉或者微信上 

o 菜单层次：租户级 

o 菜单路径：组织管理 > 组织信息同步 

8.2.2. 组织信息同步列表 

 

列表字段： 

o 用户类型 ：微信/钉钉 

o 用户凭证：微信/钉钉用户的认证凭证 

o 授权类型 ：组织信息同步的授权方式 , 目前支持用户凭证授权和第三方授权 

o 三方授权地址 ：第三方授权的地址 

o 状态 ：启用禁用两种状态。禁用状态下该同步信息不能使用，默认为启用 

o 操作：可修改同步信息，查看同步日志和手动同步组织信息。 

8.2.3. 新建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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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用户类型 ：微信/钉钉 

o 用户凭证：微信/钉钉用户的认证凭证 

o 授权类型 ：信息同步的授权方式 ， 目前支持用户凭证授权和第三方授权 

o 状态 ：启用禁用两种状态。禁用状态下该同步信息不能使用，默认为启用 

非必输字段： 

o 用户密钥：用于第三方的授权认证 

o 三方授权地址 ：第三方授权的地址 

8.2.4. 编辑 

点击操作列表写的编辑按钮，弹出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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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修改字段： 

o 同步类型 

必输字段： 

o 用户凭证：微信/钉钉用户的认证凭证 

o 授权类型 ：目前支持用户凭证授权和第三方授权 

o 启用 

非必输字段 

o 用户密钥：没有修改会提示未更改 

o 三方授权地址 

8.2.5. 手工同步 

点击操作列表下的手工同步按钮，页面会提示操作成功 

 

一、查看日志信息 

点击操作列表下的查看日志按钮，查看日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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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志列表中会展示所有的日志同步信息，按时间排序 

 

o 同步状态：同步中、同步失败、同步成功 

点击手动同步，同步状态会显示同步中，随后，根据同步信息，展示是否同步成功 

二、详细日志信息 

在日志列表页面，点击查看日志按钮，查看详细日志,点击关闭按钮，返回日志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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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员工定义 

8.3.1. 使用 HZERO 员工定义 

此功能用于维护维护员工信息。 

o 菜单层次：租户级 

o 菜单路径：组织管理 > 员工定义 

8.3.2. 员工列表 

列表字段： 

o 员工编码：员工唯一标识。 

o 员工姓名：员工的姓名。 

o 快速索引：用于快速检索员工。 

o 拼音：员工的拼音。 

o 邮箱：员工的邮箱。 

o 手机号：员工的手机号。 

o 状态：启用禁用两种状态。 

o 员工状态：员工的在职状态信息，包含实习、试用、在职、离职。 

o 操作：可修改员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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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查询员工 

查询字段： 

o 员工编码：员工唯一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o 员工姓名：员工的姓名。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8.3.4. 新建员工 

点击 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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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字段： 

o 员工编码：员工唯一标识。 

o 员工姓名：员工的姓名。 

o 邮箱：员工的邮箱。 

o 手机号：员工的手机号。 

非必输字段 

o 快速索引 

o 拼音 

o 员工状态： 

o 在职 

o 试用 

o 实习 

o 离职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员工新增，快速索引和拼音若未输入则自动生成。 

8.3.5. 编辑员工信息 

在此功能中可修改员工信息。维护员工岗位信息，并新增该岗位下的用户信息。 

1.在操作列点击编辑按钮进入修改界

面。 

 

2.修改字段。 

不可修改字段： 员工编码 

3.维护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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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用户信息 tab 页下点击新增用户按钮。 

o LOV 选择用户信息。 

o 勾选对应用户信息。点击删除用户按钮可删除用户。 

o 一个员工可以对应多个用

户 

 

4.维护岗位信息。 

o 在岗位信息 tab 页下点击维护岗位按钮。 

o 在岗位架构中勾选对应岗位。点击确定按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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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组织架构 

8.4.1. 使用 HZERO 组织架构 

此功能用于维护组织架构信息，展示形式分为树形展示和分页展示两种。 

o 菜单层次：租户级 

o 菜单路径：组织信息 > 组织架构 

8.4.2. 树形结构 

树形展示页面 

组织架构树形展示页面如下： 

 

显示字段： 

o 组织编码：组织架构编码。 

o 组织名称：公司/集团名称 

o 组织类型：分为集团类型和公司类型。 

o 排序号：排序参数 

o 主管组织：主管组织标识，默认非主管组织。 

默认展示根节点的组织信息，点击 + 加载下级节点组织信息，以此类推。可以在此页面执行新增、编辑和启用禁用组织的

操作。 

新增 

点击 新建 按钮或点击 新增下级 按钮弹出输入框。 

必输参数：组织编码、组织名称、组织类型 

非必输参数：排序号、主管组织 

参数输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批量保存新增的组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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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点击 编辑 弹出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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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修改字段： 

o 组织编码 

必输字段： 

o 组织名称 多语言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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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组织类型 

非必输字段： 

o 关联企业：关联组织信息下维护的公司信息 

o 上级组织：上级组织信息 

o 排序号 

o 主管组织 

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 确定 按钮保存修改。 

禁用/启用 

在启用的组织信息中选择 操作-->禁用 将所选组织禁用，禁用的组织信息中选择 操作-->启用 将组织信息启用。 

分配部门 

在操作栏下点击 操作-->分配部门 进入部门维护界面。 

8.4.3. 分页结构 

分页展示页面 

点击 分页结构 tab 页进入组织架构分页展示页面，可根据 组织编码 ，组织名称 和 组织类型 参数筛选出所需的组织信息。 

 

显示字段： 

o 组织编码：组织架构编码。 

o 组织名称：公司/集团名称 

o 组织层级：记录当前组织的层级信息。 

o 组织类型：分为集团类型和公司类型。 

o 排序号：排序参数 

o 主管组织：主管组织标识，默认非主管组织。 

新建 

点击 新建 按钮会弹出新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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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参数： 

o 组织编码 

o 组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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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组织类型 

o 排序号 

关联企业、上级组织、主管组织均为非必输字段，参数输入完成后点击 确定 按钮即可新增一条组织信息。 

编辑 

同 树形结构 下的编辑功能。 

禁用/启用 

在启用的组织信息中点击 禁用 将所选组织禁用，禁用的组织信息中点击 启用 将组织信息启用。 

分配部门 

在操作栏下点击 分配部门 按钮进入部门维护页面。 

8.4.4. 公司分配部门 

在组织架构页面点击 分配部门 按钮进入部门维护页面，该界面以树形结构展示所有的部门信息，可以根据 部门编码 和 部

门名称 条件查询部门信息。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 全部收起 和 全部展开 按钮将部门组织结构树收起和展开。 

 

显示字段： 

o 部门编码：部门的编码信息，同一公司/集团下部门编码唯一。 

o 部门名称：部门的名称信息。 

o 快速索引：查询部门的快速索引，默认为部门名称拼音首字母。 

o 拼音：部门的拼音，默认为部门名称全拼，支持多音字。 

o 排序号：部门排序字段，默认为 1。 

新建 

点击 新建 按钮或点击 新增下级 按钮弹出输入框。效果与组织架构新建的样式相同。 

必输参数： 

o 部门编码 

o 部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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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输参数 

o 快速索引 

o 拼音 

o 排序号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 保存 按钮批量保存新建的部门信息。若未输入 快速索引 和 拼音 字段的内容，则在后台会自动按照 部

门名称 的内容生成相应字段的内容。 

编辑 

点击 编辑 弹出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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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修改字段： 

o 部门编码 

必输字段： 

o 部门名称 

非必输字段： 

o 快速索引 

o 拼音 

o 上级部门 

o 排序号 

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 确定 按钮保存修改。 

禁用/启用 

在启用的部门信息中选择 操作-->禁用 将所选部门禁用，禁用的部门信息中选择 操作-->启用 将部门信息启用。只有启用

的部门信息才能被使用。 

分配岗位 

在操作栏下点击 操作-->分配岗位 进入岗位维护界面。 

8.4.5. 部门分配岗位 

在公司分配部门页面中点击 操作-->分配岗位 进入岗位维护页面。该界面以树形结构展示所有的岗位信息，可以根据 岗位

编码 和 岗位名称 条件查询部门信息。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 全部收起 和 全部展开 按钮将部门组织结构树收起和展开。 

 

显示字段： 

o 岗位编码：岗位的编码信息，同一部门下岗位编码唯一。 

o 岗位名称：岗位的名称信息。 

o 排序号：岗位排序字段，默认为 1。 

o 主管岗位：是否为主管岗位。 

新建 

点击 新建 按钮或点击 新增下级 按钮弹出输入框。效果与组织架构新建的样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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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参数： 

o 岗位编码 

o 岗位名称 

非必输参数 

o 排序号 

o 主管岗位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 保存 按钮批量保存新建的岗位信息。 

编辑 

点击 编辑 弹出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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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修改字段： 

o 岗位编码 

必输字段： 

o 岗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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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输字段： 

o 排序号 

o 主管岗位 

o 上级岗位：可以选择当前岗位的上级岗位信息。 

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 确定 按钮保存修改。 

禁用/启用 

在启用的岗位信息中点击 禁用 将所选岗位禁用，禁用的岗位信息中点击 启用 将岗位信息启用。只有启用的岗位信息才能

被使用。 

8.4.6. 分配员工 

在操作栏下点击 分配员工 进入岗位分配员工页面。可以在该界面为当前岗位维护员工信

息。 

 

 

操作流程 

前提条件：在员工定义中已经维护了员工信息。 

1.可以根据员工编码和员工姓名查询出需要分配到该岗位下的员工信息，并将其勾选，此时 添加岗位 按钮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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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 添加岗位 按钮将所选的员工信息分配到当前岗位上。 

 

3.取消将员工分配岗位的操作同理，首先先根据员工编码和员工名称查询出需要取消分配岗位的员工信息，再将其勾选，

此时 删除岗位 按钮亮起， 点击 删除岗位 按钮将员工信息从该岗位下删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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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础数据管理 

 

9.1. 国家定义 

9.1.1. 使用 HZERO 国家定义 

此功能用于维护国家及国家下区域定义。 

o 菜单层次：平台级 

o 菜单路径：基础数据管理 > 国家定义 

9.1.2. 国家定义列表 

 

列表字段： 

o 国家代码：编码具有唯一性，是国家的标识。 

o 国家名称：国家的名称。 

o 快速索引：用于快速搜索国家定义。 

o 简称：国家的简称。 

o 状态：有禁用和启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是不能使用此国家定义。 

o 操作：有地区定义和编辑两个按钮。地区定义用于在国家下新建区域，编辑用于修改国家定义信息。 

9.1.3. 国家定义查询 

可查询字段： 

o 国家名称：国家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o 国家编码：国家编码具有唯一性，是国家的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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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新建国家定义 

点击 按钮，弹出新建国家定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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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字段： 

o 国家代码：唯一标识。 

o 国家名称：国家的名称。多语言维护。 

o 快速索引：用于快速搜索国家定义。多语言维护。 

非必输字段： 

o 简称：国家的简称。多语言维护。 

o 启用：设置状态，默认为启用状态。 

输入字段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新建。 

9.1.5. 修改国家定义 

在列表中点击编辑按钮，弹出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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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修改字段： 

o 国家代码：唯一标识。 

其它字段同新增国家定义。 

9.1.6. 地区定义 

在列表中点击地区定义按钮，进入地区定义页面。 

 

9.1.7. 树形结构 

树形结构展示 

 

列表字段： 

o 区域代码：编码具有唯一性，是区域的标识。 

o 区域名称：区域的名称。 

o 快速索引：用于快速搜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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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启用：有禁用和启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该地区定义。 

o 操作：编辑按钮可修改地区定义。 

新建 

点击 按钮或点击 新增下级地区 按钮弹出输入框。 

 

必输字段： 

o 地区代码：唯一标识。 

o 地区名称：地区的名称。多语言维护。 

o 快速索引：用于快速搜索地区定义。多语言维护。 

修改 

在列表中点击编辑按钮，弹出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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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修改字段： 

o 地区代码：唯一标识。 

必输字段： 

o 区域名称 

9.1.8. 分页结构 

分页结构展示 

点击 分页结构 tab 页进入组织架构分页展示页面，可根据 区域名称 和 区域编码(支持模糊查询) 参数筛选出所需的组织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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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 

点击新建按钮或点击 新增下级地区 按钮弹出输入框。 

 

必输字段： 

o 地区代码：唯一标识。 

o 地区名称：地区的名称。多语言维护。 

o 快速索引：用于快速搜索地区定义。多语言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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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同 树形结构 下的编辑功能。 

 

9.2. 国标品类定义 

9.2.1. 使用 HZERO 国标品类定义 

此功能用于维护国标品类定义。可维护一级行业，一级行业下的二级行业及二级行业下的 行业品类。 

o 菜单层次：平台级 

o 菜单路径：基础数据管理 > 国标品类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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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总体界面 

 

9.2.3. 一级行业 

一级行业新建 

在一级行业部分，点击 按钮 弹出一级行业维护界面。 

 

必输字段： 

o 一级行业代码：唯一标识。只能输入大写。 

o 一级行业名称：一级行业的名称。多语言维护。 

o 启用：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在其之下的二级行业及二级行业下的行业品类。 

一级行业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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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字段： 

o 一级行业名称：一级行业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一级行业修改 

在一级行业列表中点击编辑按钮，弹出一级行业维护界面。 

 

不可修改字段： 

o 一级行业代码：一级行业唯一标识。 

其它字段同一级行业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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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二级行业 

展示二级行业： 点击一级行业名称，就可以展示该一级行业下的所有二级行业 

 

二级行业新建 

在一级行业列表中选择一级行业，然后在二级行业部分，点击 按钮 弹出二级行业维护界面。在此界面中维护选

择一级行业下的二级行业。 

 

不可编辑字段： 

o 一级行业代码：一级行业唯一标识。 

o 一级行业名称：一级行业的名称。 

必输字段： 

o 二级行业代码：唯一标识。只能输入大写。 

o 二级行业名称：二级行业的名称。多语言维护。 

o 启用：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在其之下的行业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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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行业查询 

查询字段： 

o 二级行业名称：二级行业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二级行业修改 

在二级行业列表中点击编辑按钮，弹出二级行业维护界面。 

 

不可修改字段： 

o 一级行业代码：一级行业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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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一级行业名称：一级行业的名称。 

o 二级行业代码：二级行业唯一标识。 

其它字段同二级行业新增。 

9.2.5. 行业品类 

展示行业品类： 点击二级行业名称，就可以展示该二级行业下的所有行业品类 

 

行业品类新建 

在二级行业列表中选择二级行业，然后在行业品类部分，点击 按钮 弹出品类维护界面。在此界面中维护选择二

级行业下的行业品类。 

 

不可编辑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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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一级行业代码：一级行业唯一标识。 

o 一级行业名称：一级行业的名称。 

o 二级行业代码：二级行业唯一标识。 

o 二级行业名称：二级行业的名称。 

必输字段： 

o 品类代码：唯一标识。只能输入大写。 

o 品类名称：二级行业的名称。多语言维护。 

o 启用：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此行业品类。 

行业品类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查询字段： 

o 品类名称：行业品类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行业品类修改 

在品类列表中点击编辑按钮，弹出品类维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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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修改字段： 

o 一级行业代码：一级行业唯一标识。 

o 一级行业名称：一级行业的名称。 

o 二级行业代码：二级行业唯一标识。 

o 二级行业名称：二级行业的名称。 

o 品类代码：行业品类唯一标识。 

其它字段同二级行业新增。 

 

9.3. 币种定义 

9.3.1. 使用 HZERO 币种定义 

此功能用于维护币种信息，在维护后可在汇率定义功能中选择使用。 

o 菜单层次：平台级 

o 菜单路径：基础数据管理 > 币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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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币种定义列表 

 

列表字段 

o 币种代码：币种的唯一标识。 

o 币种名称：币种的名称。 

o 国家/地区：币种所属国家或地区。 

o 财务精度：币种的财务精度。 

o 精度：币种精度。 

o 货币符号：币种的符号。 

o 状态：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该币种定义。 

o 操作：可编辑币种定义信息。 

9.3.3. 查询币种定义 

点击  下拉框可切换查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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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字段： 

o 币种代码：币种唯一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o 币种名称：币种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o 国家/地区：币种所属的国家或地区。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9.3.4. 新建币种定义 

点击 按钮，弹出新建币种定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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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字段： 

o 币种代码：币种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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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币种名称：币种的名称。可维护多语言。 

o 国家/地区：LOV 选择币种所属的国家或地区，在基础数据管理国家定义中维护。 

o 财务精度：币种的财务精度。 

o 精度：币种的进度。 

o 货币符号：币种的符号。 

o 启用：启用禁用两种状态，当设置为禁用时不可使用该币种。默认为启用。 

9.3.5. 修改币种定义 

在币种定义列表操作列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编辑界面。 

 

不可编辑字段： 

o 币种代码：币种唯一标识。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country-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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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日历定义 

9.4.1. 使用 HZERO 日历定义 

此功能用于维护不同国家/地区的日历信息。 

o 菜单层次：平台级 

o 菜单路径：基础数据管理 > 日历定义 

9.4.2. 日历定义列表 

 

列表字段： 

o 描述：日历定义的描述。 

o 国家/地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o 日历维护：点击日历维护按钮可维护此国家下的日历信息。 

o 状态：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此日历定义。 

o 操作：编辑按钮，可修改日历定义的描述信息。 

9.4.3. 日历定义查询 

查询字段： 

o 描述：日历定义的描述。 

o 国家/地区：LOV 选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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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日历定义新建 

点击 按钮维护日历定义头信息。 

 

必输字段： 

o 描述：日历定义的描述。 

o 国家/地区：LOV 选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国家定义中维护。 

o 启用：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该银行定义。默认为启用。 

一个国家只能维护一个日历 

9.4.5. 日历定义修改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编辑界面。可修改日历定义头信息。 

不可修改字段： 

o 国家/地区：LOV 选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9.4.6. 日历维护 

点击日历维护按钮，维护当前日历信息。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country-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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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假期维护： 

在公共假期维护和工作日分配两个 tab 页中选中公共假期维护。点击 按钮弹出公共假期维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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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输字段： 

o 公休假期类型：下拉列表选则假期类型。有法定假日和法定调补两种类型。 

o 公休假期：公休假期。多语言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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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假期范围：选择假期范围。 

o 假期当天：指定假期当天日期。 

非必输字段： 

o 说明：假期说明。 

 

工作日分配： 

在公共假期维护和工作日分配两个 tab 页中选中工作日分配。 选择工作日，点击保存即可。 

 

 

9.5. 期间定义 

9.5.1. 使用 HZERO 期间定义 

此功能用于期间维护。中国常用的是历年制会计期间，一般从 1-1~12-31，但是可不需要 严格按照国家的定义，用户可定

义自己的会计期间，比如说有些用户需要是从 4-1~到次年 的 3-31 号作为会计期间。 

o 菜单层次：平台层 

o 菜单路径：基础数据管理 > 期间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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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期间定义列表 

 

列表字段： 

o 会计期编码：会计期的唯一标识。 

o 会计期名称：会计期的的名称。 

o 期间总数：会计期的总数。 

o 创建规则：默认为期间维护。 

o 状态：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该期间定义。 

o 操作：可编辑期间定义信息。 

9.5.3. 查询期间定义 

查询字段： 

o 会计期编码：会计期的唯一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o 会计期名称：会计期的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9.5.4. 新建期间定义 

点击 按钮，在列表中可新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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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字段： 

o 会计期编码：会计期的唯一标识。 

o 会计期名称：会计期的的名称。 

非必输字段： 

o 期间总数：不填默认为 0。 

o 状态：默认为启用。 

点击清除按钮可取消新建，点击 完成新建。 

9.5.5. 修改期间定义 

 

1. 在列表操作列点击编辑按钮。 

2. 修改字段。其中会计期编码不能修改。 

3. 点击清除按钮可取消修改，点击 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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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 期间查询 

在 tab 中选择期间查询。可查询已经定义的期间。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查询字段： 

o 会计期编码：会计期间唯一标识。 

o 期间：期间总数。 

o 年：会计期间所属年份。 

9.5.7. 期间维护 

在 tab 页中期间定义，在列表创建规则列点击期间维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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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列表字段： 

o 年：会计期间所属年份。 

o 期间 ：期间维护的排序字段 

o 期间范围：同一个期间维护下，期间范围必须连续， 如：已有的一个时间区间为 2019-03-31 ~ 2019-5-20 ，创建下一个

期间维护时，需要定义期间范围的起始时间为 2019-5-21 或者结束时间为 2019-03-31 

o 季度 

o 是否为调整期:默认为否 

o 状态：默认为启用。当状态为禁用时该期间维护的范围不可用 

o 操作：可编辑期间维护信息。 

新建期间维护 

点击新建按钮，在列表中可新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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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字段： 

o 年 : 会计期间所属年份。 

o 期间 

o 期间范围：同一个期间维护下，期间范围必须连续 

o 季度 

非必输字段： 

o 是否为调整期：默认为否 

o 状态 ：默认启用 

点击清除按钮可取消新建，点击保存完成新建。 

 

9.6. 汇率定义 

9.6.1. 使用 HZERO 汇率定义 

此功能用于维护汇率信息。 

o 菜单层次：平台层 

o 菜单路径：基础数据管理 > 汇率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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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汇率列表 

 

列表字段： 

o 币种代码：币种的代码。在币种定义功能中维护。 

o 币种名称：币种的名称。 

o 兑换币种代码：兑换币种的代码。在币种定义功能中维护。 

o 兑换币种名称：兑换币种的名称。 

o 汇率类型：汇率的类型。在汇率类型定义功能中维护。 

o 兑换日期：兑换的日期。 

o 货币数量：货币的数量。 

o 兑换数量：兑换货币的数量。 

o 状态：启用禁用两种状态，当设置为禁用时不可使用该汇率定义。 

o 操作：可编辑汇率定义信息。 

9.6.3. 查询汇率定义 

点击  下拉可切换查询字段。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currency-define/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currency-define/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exchange-rate-type-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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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字段： 

o 币种代码：币种的代码。支持模糊查询。 

o 币种名称：币种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o 兑换币种代码：兑换币种的代码。在币种定义功能中维护。支持模糊查询。 

o 兑换币种名称：对话币种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9.6.4. 新建汇率定义 

点击 按钮，弹出新建汇率定义界面。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currency-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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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字段： 

o 币种代码：LOV 选择币种的代码。在币种定义功能中维护。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currency-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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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币种名称：选择币种代码时带出。 

o 兑换币种代码：LOV 兑换币种的代码。在币种定义功能中维护。 

o 兑换币种名称：选择兑换币种代码时带出。 

o 汇率类型：LOV 选择汇率的类型。在汇率类型定义功能中维护。 

o 货币数量：货币的数量。 

o 兑换数量：兑换货币的数量。 

o 状态：启用禁用两种状态，当设置为禁用时不可使用该汇率定义。默认为启用状态。 

完成创建后会生成两条数据，一条数据为正常创建的数据，另一条为相反数据(币种和兑换币互

换，兑换数量成反比) 

 

9.6.5. 修改汇率定义 

在汇率定义列表操作列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编辑界面。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currency-define/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exchange-rate-type-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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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修改字段： 

o 币种代码：币种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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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币种名称：币种的名称。 

o 兑换币种代码：兑换币种的代码。 

o 兑换币种名称：兑换币种的名称。 

o 汇率类型：汇率的类型。 

o 兑换日期：兑换的日期。 

修改数量和兑换数量后，生成的另一条的数量和兑换数量也会随之改变，成反比呈现 

 

9.7. 汇率类型定义 

9.7.1. 使用 HZERO 汇率类型定义 

此功能用于维护汇率类型，定义后在汇率定义功能中可以选择到类型。 

o 菜单层次：平台层 

o 菜单路径：基础数据管理 > 汇率类型定义 

9.7.2. 汇率类型列表 

 

列表字段： 

o 类型编码：汇率类型的唯一标识。 

o 类型名称：汇率类型的名称。 

o 方式：期间汇率和实时汇率两种方式。 

o 状态：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此汇率定义。 

o 操作：可编辑汇率类型信息。 

9.7.3. 查询汇率类型 

查询字段： 

o 类型编码：汇率类型的唯一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o 类型名称：汇率类型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o 方式：下拉框选择。有期间汇率和实时汇率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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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9.7.4. 新建汇率类型 

点击 按钮，弹出新建汇率类型定义界面。 

 

必输字段： 

o 类型编码：汇率类型的唯一标识。 

o 类型名称：汇率类型的名称。 

o 方式：下拉框选择。有期间汇率和实时汇率两种方式。 

o 启用：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此汇率定义。默认为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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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修改汇率类型 

在汇率类型列表中点击编辑按钮，弹出汇率类型编辑界面 , 可修改汇率类型名称和启用状态。 

 

不可编辑字段： 

o 类型编码：汇率类型的唯一标识。 

o 方式：期间汇率和实时汇率两种方式。 

 

9.8. 税率定义 

9.8.1. 使用 HZero 税率定义 

此功能用于维护税率定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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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菜单层次：平台层 

o 菜单路径：基础数据管理 > 税率定义 

9.8.2. 税率定义列表 

 

列表字段 

o 税种代码：税率编码，具有唯一性。 

o 描述：税率定义的描述。 

o 税率（%）：税率。 

o 状态：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该税率。 

o 操作：可编辑税率信息。 

9.8.3. 查询税率定义 

查询字段 

o 税种代码：税率的唯一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o 描述：税率定义的描述。支持模糊查询。 

o 税率（%）：税率。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9.8.4. 新建税率定义 

点击 按钮，弹出新建税率定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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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字段： 

o 税种代码：税率的唯一标识。输入为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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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描述：税率定义的描述。可维护多语言。 

o 税率（%）：税率。 

o 启用：启用禁用两种状态，当设置为禁用时不可使用该汇率定义。默认为启用状态。 

9.8.5. 修改税率定义 

在税率定义列表操作列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编辑界面。 

不可编辑字段： 

o 税种代码：税率的唯一标识。 

 

9.9. 计量单位类型定义 

9.9.1. 使用 HZERO 计量单位类型定义 

此功能用于维护计量单位类型信息。维护后可在计量单位定义中使用。 

o 菜单层次：平台层 

o 菜单路径：基础数据管理 > 计量单位类型定义 

9.9.2. 计量单位类型定义列表 

 

列表字段： 

o 单位类别代码：类别编码，具有唯一性。 

o 单位类别名称：单位类别的名称。 

o 基本单位代码：基本单位的代码。 

o 基本单位名称：基本单位的名称。 

o 状态：启用禁用两种状态，当设置为禁用时不可使用该单位类型定义。 

o 操作：可编辑计量单位类型定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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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 查询计量单位类型 

查询字段 

o 单位类别代码：类别编码，具有唯一性。支持模糊查询。 

o 单位类别名称：单位类别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9.9.4. 新增计量单位类型 

点击 按钮，弹出新建计量单位类型定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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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字段： 

o 单位类别代码：类别编码，具有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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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单位类别名称：单位类别的名称。可维护多语言。 

o 启用：启用禁用两种状态，当设置为禁用时不可使用该汇率定义。默认为启用状态。 

非必输字段： 

o 基本单位代码：基本单位的代码。 

o 基本单位名称：基本单位的名称。 

9.9.5. 修改计量单位类型 

在单位类型列表操作列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编辑界面。 

不可编辑字段： 

o 单位类别代码：类别编码，具有唯一性。 

 

9.10. 计量单位定义 

9.10.1. 使用 HZERO 计量单位定义 

此功能用于维护计量单位。 

o 菜单层次：平台层 

o 菜单路径：基础数据管理 > 计量单位定义 

9.10.2. 计量单位列表 

 

列表字段： 

o 计量单位编码：计量单位唯一标识。 

o 计量单位名称：计量单位的名称。 

o 单位类型名称：单位类型的名称。 

o 状态：启用禁用两种状态，当设置为禁用时不可使用该计量单位定义。 

o 操作：可编辑计量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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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3. 查询计量单位定义 

查询字段： 

o 计量单位编码：计量单位唯一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o 计量单位名称：计量单位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9.10.4. 新建计量单位定义 

点击 按钮，在列表中可新建一行。 

 

必输字段： 

o 计量单位编码：计量单位唯一标识。不能输入中文。 

o 计量单位名称：计量单位的名称。可维护多语言。 

o 单位类型名称：LOV 选择单位类型的名称。在计量单位类型定义功能中维护。 

o 状态：启用禁用两种状态，勾选为启用，取消勾选为禁用。当设置为禁用时不可使用该单位类型定义。 

输入字段后，点击 按钮即可。 

点击列表中清除按钮可取消新建。 

9.10.5. 修改计量单位定义 

在计量单位定义列表操作列点击编辑按钮，可修改计量单位信息。 

 

http://hzerodoc.saas.hand-china.com/zh/docs/user-guide/basic-data-manage/unit-of-measure-type-define/


                                                                汉得信息版权所有 

 

不可修改字段： 

o 计量单位编码：计量单位的唯一标识。 

输入字段后，点击 按钮即可。 

点击取消按钮可撤销修改操作。 

 

9.11. 银行定义 

9.11.1. 使用 HZERO 银行定义 

此功能用于定义银行信息。 

o 菜单层次：平台级 

o 菜单路径：基础数据管理 > 银行定义 

9.11.2. 银行定义列表 

 

列表字段： 

o 银行代码：代码具有唯一性，是银行的唯一标识。 

o 银行名称：银行的名称。 

o 银行简称：银行的简称。 

o 银行类型：银行的类型。 

o 状态：启用和禁用两种状态。当为禁用时，不能使用该银行定义。 

o 操作：编辑按钮，可修改银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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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 银行定义查询 

点击 下拉按钮可选择查询字段。 

 

可查询字段： 

o 银行代码：代码具有唯一性，是银行的唯一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o 银行名称：银行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o 银行简称：银行的简称。支持模糊查询。 

o 银行类型：下拉框选择类型。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9.11.4. 新建银行定义 

点击 按钮，弹出新建银行定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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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输字段： 

o 银行代码：代码具有唯一性，是银行的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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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银行类型：银行的类型。 

o 银行名称：银行的简称。多语言维护。 

o 银行简称：下拉框选择类型。多语言维护。 

o 启用：默认为启用状态。 

9.11.5. 修改银行定义 

在列表操作列中点击编辑按钮，弹出修改银行定义界面。 

 

不可修改字段： 

o 银行代码：唯一标识。 

其它字段同新增银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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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务管理 

 

10.1. 事务定义 

10.1.1. 使用 HZERO 事务定义 

此功能用于查询系统中的事务定义和查询事务详情。此处的事务为分布式事务，该功能可以接入程序中定义的事务，从复

杂的事务问题中抽出，方便用户查看。 

o 菜单路径：事务管理 > 事务定义 

10.1.2. 事务定义列表 

列表字段： 

o 编码：事务定义的唯一标识。 

o 所属微服务：事务所属的微服务编码。 

o 描述：事务的描述信息。 

o 操作：可查看事务的详情。 

 

10.1.3. 查询事务定义 

查询字段： 

o 编码：事务定义的唯一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o 所属微服务：事务所属的微服务编码。支持模糊查询。 

o 描述：事务的描述信息。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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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查看事务详情 

在列表操作列点击详情按钮可进入事务详情界面查看详情信息。在详细界面中包括事务定义图和 Json 数据信息。点击定

义图可查询数据信息，切换 tab 页可以查看传递的 Json 数据。 

 

 

10.2. 事务实例 

10.2.1. 使用 HZERO 事务实例 

此功能可用于查询事务和任务的运行状态和运行详情等。此处的事务为分布式事务，该功能接入程序中定义的事务，展示

事务的运行情况。 点击事务、任务可选择不同的 tab 页显示。 

o 菜单路径：事务管理 > 事务实例 

10.2.2. 事务列表 

列表字段： 

o :点击符号可查看详细信息。 

o 状态：运行的状态。有运行中、成功、失败三种。 

o 事务实例：事务实例简码。 

o 开始时间：运行开始时间。 

o 关联业务类型：关联的业务类型。 

o 关联业务 ID：关联的业务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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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操作：可查看运行详情。 

 

10.2.3. 查询事务 

查询字段： 

o 状态：下拉框选择运行的状态。有运行中、成功、失败三种。 

o 事务实例：事务实例简码。支持模糊查询。 

o 关联业务类型：关联的业务类型。支持模糊查询。 

o 关联业务 ID：关联的业务 ID。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10.2.4. 查询事务运行详情 

在列表操作列点击运行详情按钮可通过图形展示运行详情。若运行失败的实例图形中红色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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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任务列表 

列表字段： 

o 状态：运行的状态。有运行中、成功、失败三种。 

o 任务编码：任务的唯一标识。 

o 所属事务实例：任务所属的事务实例。 

o 描述：任务的描述信息。 

o 实际开始时间：任务运行实际开始的时间。 

o 实际完成时间：任务运行实际结束的时间。 

o 重试次数：任务运行重试次数。 

o 操作：可查看运行详情。 

10.2.6. 查询任务 

查询字段： 

o 状态：运行的状态。有运行中、成功、失败三种。 

o 任务编码：任务的唯一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o 所属事务实例：任务所属的事务实例。支持模糊查询。 



                                                                汉得信息版权所有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10.2.7. 查询任务运行详情 

在列表操作列点击运行详情按钮可通过图形展示运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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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服务治理 

 

11.1. 服务管理 

11.1.1. 使用 HZERO 服务管理 

此功能用于维护系统中的服务信息。 

o 菜单层级：平台级 

o 菜单路径：服务治理>服务管理 

11.1.2. 服务列表 

列表字段： 

o 服务图片：服务 logo。 

o 服务编码：服务的唯一编码。 

o 服务名称：服务的名称。 

o 服务版本：服务版本号。 

o 发布时间：服务发布时间。 

o 更新时间：服务更新时间。 

o 操作：可编辑可删除服务信息。 

 

11.1.3. 查询服务 

查询字段： 

o 服务编码：服务的唯一编码。支持模糊查询。 

o 服务名称：服务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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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11.1.4. 新建服务 

点击 按钮，进入新建页面。 

必输字段： 

o 服务编码：服务的唯一编码。 

o 服务名称：服务的名称。 

 

11.1.5. 修改服务信息 

1.在操作列点击编辑按钮。 

2.修改字段，其中服务编码不能修改。 

3.点击确定按钮完成修改。 

11.1.6. 删除服务 

1. 在列表操作列点击删除按钮。 

2. 删除提示中点击确定完成删除。 

11.1.7. 下载服务信息 

在列表页点击下载服务信息按钮可以导出 yml 格式的版本信息文件，可以在此文件查看服务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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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服务配置 

11.2.1. 使用 HZERO 服务配置 

此功能用于维护服务的配置信息。修改配置后可刷新配置，配置中心自动将配置进行更新。 

o 菜单路径：服务治理>服务配置 

11.2.2. 服务配置列表 

列表字段： 

o 服务编码：服务的编码标识。 

o 配置版本：配置的版本。 

o 是否默认：是否为默认配置。当存在多个版本时使用默认配置。 

o 操作：可刷新配置，编辑和删除服务配置信息。 

 

11.2.3. 查询服务配置 

查询字段： 

o 服务编码：服务的编码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11.2.4. 新增服务配置 

点击 按钮，进入新建页面。 

必输字段： 

o 服务编码：LOV 选择服务的编码标识。 

o 配置版本：配置的版本。 

o 默认：是否为默认配置。当存在多个版本时使用默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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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配置信息：yml 格式的配置信息。 

 

11.2.5. 刷新配置 

1. 在列表操作列点击刷新配置按钮。 

2. 提示中点击确定完成刷新。 

11.2.6. 修改配置信息 

1. 在列表操作列点击编辑按钮。 

2. 修改字段。服务编码不能修改。 

3. 点击确定按钮完成修改。 

11.2.7. 删除服务配置 

1. 在列表操作列点击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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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删除提示中点击确定完成删除。 

 

 

11.3. 服务路由 

11.3.1. 使用 HZERO 服务路由 

该功能维护服务在某个运行环境下的路由配置，新增服务时可在该功能下新增路由，并支持动态刷新服务路由信息。 

o 菜单路径：服务治理>服务路由 

11.3.2. 服务路由列表 

列表字段： 

o 服务编码：服务的编码标识。 

o 服务名称：服务的名称。 

o spring cloud 网关配置字段： 路由标识、服务路径、物理路径、去掉前缀、支持路由重试、自定义敏感头、敏感头部列

表。如需了解含义可查询 spring cloud 网关配置。 

o 操作：可编辑和删除服务路由信息。 

 

11.3.3. 查询服务路由 

查询字段 

o 服务编码：服务的编码标识。支持模糊查询。 

o 服务名称：服务的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点击 按钮可根据查询字段筛选出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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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新建服务路由 

点击 按钮，进入新建页面。 

必输字段： 

o 服务编码：LOV 选择服务的编码标识。 

o 服务名称：服务的名称。选择服务编码后自动带出。 

o 路由标识：网关配置使用。用户判断路由。 

o 服务路径：网关配置使用。检查到路由后访问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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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修改服务路由 

在操作列点击编辑按钮,进入编辑界面。 

不可修改字段： 

o 服务编码：LOV 选择服务的编码标识。 

o 服务名称：服务的名称。选择服务编码后自动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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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路由标识：网关配置使用。用户判断路由。 

o 服务路径：网关配置使用。检查到路由后实际访问的路径。 

 

11.3.6. 刷新路由 

此功能可刷新路由信息，配置中心会自动通知网关更改配置。 

1.点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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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示中点击确定完成刷新。 

11.3.7. 删除服务路由 

1.在列表操作列点击删除按钮。 

2.提示中点击确定完成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