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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系统安装 

打开光盘的根目录/安装包 文件夹，双击“siquan.exe”文件启动安装程序。注意：如果服

务器未安装.net framework 4.6.1，则安装程序会自动下载.net framework 4.6.1 安装包并安装，

请确保服务器可以连接互联网。当然，也可以先手工下载安装.net framework 4.6.1。 
 
点击“下一步”按钮 
 
选择“我接受许可协议中的条款”，点击“下一步”按钮 
 
选择你要安装到的目录，也可以保留默认的文件夹，点击“下一步”按钮 
 
点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安装完成后点击“完成”按钮即完成系统的安装。 
在浏览器里输入 http://localhost/q5  即可访问系统。 
 

第二章：系统数据库管理 

无论是否云模式，系统都内置了一个数据库管理账号：dbadmin，默认密码为空，登录后可

以修改密码。 

 

2.1：注册数据库 

在数据库管理工具里创建一个空库，然后在这个库里执行相应的系统脚本，然后在这里注册

数据库 

2.2：取消注册数据库 

即从列表中将已新建或注册的数据库删除，数据库本身不会被删除。 

2.3：将数据库设为默认 

如果非云模式，则需要将列表中的某个数据库设为默认数据库，设为默认，代表系统使用该

数据库进行数据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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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升级数据库 

数据库脚本发生变更时，通过系统的【制作升级包】功能制作升级文件，在这里选择该升级

文件进行数据库升级。升级文件有两类： 
i) 平台本身的升级文件，此类升级文件由思泉软件发布； 
ii) 业务开发时产生的升级文件，此类升级文件由业务开发方提供 
 

2.5：清除数据库数据 

清除数据库的所有业务数据。此功能慎用，一旦清除，则数据库里所有的业务数据和流程实

例数据都将被清除，一般只在系统实施完成，正式上线前使用一次！ 

2.6：申请许可证 

系统运行需要许可证，可通过此功能申请许可证 

 
所有信息都需要填写，点击确定按钮后会提示保存一个许可证申请文件，将该许可证申请文

件发送到思泉软件后，思泉软件会生成许可证文件，点击授权按钮选择该许可证文件即可。 

第三章：系统管理 

系统内置一个超级用户，用户名为 admin，密码为空，在第一次登录后请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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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菜单包含组织机构、职位体系、职员信息管理。 
组织机构，职位，职员信息可以通过【系统初始化】功能下载导入模板，填入数据如何导入

到系统中。 

3.1.1：组织机构管理 

组织机构功能帮助建立公司的树状组织架构，如下图： 

 
功能说明：组织机构一旦被使用就不能删除，如果该组织机构不再需要，可以设为禁用。组

织机构类型系统默认了几种，可以在【下拉选项】功能中维护 

3.1.2：职位体系 

职位体系设计为隶属于组织机构而非独立存在，即每个职位都是属于某个组织机构，如下图： 

 

功能说明：职位一旦被使用就不能删除，如果该职位不再需要，可以设为禁用。机构负责职

位：如果勾选，表明该职位是机构的负责职位，担任该职位的人就是机构负责人 

3.1.3：职员 

职员功能维护公司所有员工信息，职员并不等于用户，也就是说职员并不一定有账号可以登

录系统。如下图： 

 
功能说明：新建职员的同时可以勾选是否创建用户，也可以绑定到已新建的用户上。如果同

时创建用户，职员的英文名即用户的登录账号，用户默认登录密码可以在【系统参数】功能

里设置。点击“其他信息”按钮，可以设置职员的兼职，教育情况，工作经历，培训记录，

合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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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基础资料管理 

3.2.1：下拉选项 

下拉选项指的是一些枚举数据项，比如性别包含男性，女性等。可以用在自定义表单里作为

一项数据。如下图： 

 
功能说明：可以上移下移来设置各选项的显示顺序 

3.2.2：模板管理 

模板管理用于设置邮件、短信、计划总结、表单标题字段的模板。如下图： 

 

3.2.3：用户 

维护系统的用户，如下图： 

 

功能说明：用户新建后一旦使用，就不可删除，可以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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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的用户不会记录到总用户数中。 
在职员管理中，如果将职员类型设为离职，则该职员对应的用户账号会被禁用！ 
如果不想禁用用户但是暂时又不想该用户登录系统，可以锁定用户。 

3.2.4：角色 

角色功能可进行功能授权，组织机构授权，数据授权，数据授权可以按字段级别和数据行级

别。如下图： 

 

3.2.4.1：角色基本信息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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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指定角色的名称 
2 无效日期 为空则表明角色一直有效，不为空则表明角色有效截止

日期。 
3 优先级 如果用户拥有多个角色且角色设置了桌面，则登录后会

打开所有桌面，优先级最高的桌面显示在第一个页签 
4 用于所有用户 即该角色的设置所有用户都拥有，勾上此选项，则【用

户】页签的设置无意义 
 5 仅可查看级别低于

本人的员工数据 
如果职员设置了职级，则勾选此复选框后表明拥有该角

色的人只能查看职级级别低于自己的职员的数据 
6 禁用 勾选标志此角色不再生效 

 

3.2.4.2：角色功能授权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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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模块 一级菜单，表示功能组，选中该节点，其下所有功能都

被选中 
2 子功能 二级菜单，表示功能，选中该节点，其下所有功能都被

选中 
3 机构权限 设置功能的组织机构权限范围 
4 已设置的机构 显示功能已设置的组织机构权限范围 
5 功能按钮 表示操作，选中该节点，拥有该操作权限。需要说明的

是，如果子功能下有“查询”操作 ，则需要赋予其他操

作时，必须同时选中“查询”操作，否则无效 

3.2.4.3：角色组织机构授权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组织机构 指定该角色所选的功能可以查看哪些组织机构的数据 
2 职员 指定该角色还可以查看的职员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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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4：角色数据授权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一览表 选择需要进行数据授权的一览表 
2 一览表字段权限 设置一览表字段哪些是可见的，默认全为否表示全部可

见 
3 表单字段可见，可

编辑 
如果一览表里关联了表单，可以设置表单上哪些控件是

可见或者可编辑 
4 一览表行数据过滤 设置一览表数据行过滤条件，即查询 SQL 的 where 部分。

可用内置变量说明： 
@@EmpID@@：当前登录用户对应的职员 ID 
@@OrgID@@：当前登录用户对应的职员所属机构 ID 
@@UserID@@：当前登录用户 ID 
@@UserNum@@：当前登录用户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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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Date@@：当前系统时间 
5 表单设置匹配条件 如果对表单进行了设置，可以配置匹配条件，只有符合

该匹配条件的数据设置才会生效，如果没有设置匹配条

件，则所有表单数据设置都生效。可用内置变量同 4 处
的说明。 

3.2.4.5：角色自动打开功能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按钮 增加或删除或移动顺序 
2 功能 设置拥有该角色的用户登录系统后自动打开的功能 
3 个人可取消 设置是否拥有该角色的用户登录后可以取消该功能自动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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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业务开发 

平台核心功能，主要由实体定义，表单设计，列表设计 3 个功能组成，通过简单的配置，将

业务的增删改查功能快速实现。 

3.3.1：实体定义 

实体定义即设计业务所要用到的数据库表，包括表数据关联关系设定。如下图 

 

3.3.1.1：新建实体 

点击新建实体，弹出新建实体对话框，如下图：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实体名称，必须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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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名 此实体对应的数据库表名，必须唯一，该表将自动在数

据库中创建 
3 实体类型 有如图所示 6 种： 

 

普通实体：一般的数据实体。 
下拉选项实体：枚举型数据实体。可以通过 基础资料-》
下拉选项 来维护其数据项。此时可以选择 5 上级下拉选

项实体来设定上级实体。通过设定上级实体，可以实现

表单界面上下拉框联动的功能。 
业务基础资料实体：系统自动增加编码和名称两个字段，

这两个字段不能修改和删除。用户还可继续增加字段。

基础数据实体是用来维护业务基础资料，比如供应商信

息等。 
周期性流程实体：系统自动增加职员，流程实例，创建

时间三个字段，这三个字段不能修改和删除。用户还可

继续增加字段。该类型实体是用来收集多个用户的信息，

比如项目组员工的周计划，然后汇总到项目经理。 
自动编号实体：系统自动增加编码字段，这个字段不能

修改和删除，用户还可继续增加字段。自动编号实体实

现表单的自动编号功能。可以在自动编码设置处设置编

号生成规则。 
附件明细实体：作为表单子表的实体，每行记录都关联

一个附件，流程完成后可以自动归档 
4 所属组 当为下拉选项实体时，可设定该实体属于哪个下拉选项

组，下拉选项组可以在下拉选项功能中维护 
5 上级实体 当为下拉选项实体时，可设定下拉框联动的上级下拉选

项实体 
6 记录数据操作日志 如果勾选，这数据相应操作时会记录操作日志，可在系

统日志功能中查看 
7 仅定义元数据 如果数据库已有数据库表，只是定义实体信息，则勾上

此选项，勾上此选项后就不会在数据库里创建或修改数

据库表了 
8 由表字段生成实体

列 
如果数据库表已存在并且和实体列不一致，可以点此同

步实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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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字段类型 

包含 9 种基本数据类型和引用实体类型。引

用实体类型字段存储的是整数，即引用的数据主键列。

例如：在“联系人”实体里指定“客户”列的字段类型为”客
户“引用实体，则该字段存储的就是客户数据的主键 ID
值，在数据库对应的字段类型为整数！特别说明：1. 选
择职员，职位，或组织机构实体来表示当前字段代表一

个职员，职位或组织机构；2. 如果想建立包含主从表的

表单，则可以在子表对应的实体里添加一个字段，该字

段的字段类型设置为主表对应的实体即可。 
 10 关键列 设置这个实体的数据用来被表单引用时要显示的列，可

以多列。例如选中 客户编号，客户名称，则在表单上引

用时显示为 客户编号 – 客户名称，如：001 – 深圳市

大发公司。 
11 搜索匹配列 设置这个实体的数据用来被表单引用时搜索匹配的列，

例如选中 客户编号，客户名称，则在表单上输入 1，会

用 客户编号，客户名称 这两列过滤数据。如下图所示。 

 

12 默认值或公式 设定字段的默认值或计算公式，在实体生成的表单上体

现 
13 显示格式 设定字段的显示格式，在实体生成的表单或一览表上体

现 
14 允许重复 设置该列数据是否允许重复 
15 可见性控制 此属性指示这个字段在表单上对应的编辑控件是否可以

针对不同的情形设置是否可见，比如在提交表单时不可

见，在审批表单时可见 
16 第三方主键列 如果第三方系统已有数据库表，且主键列非整数，则可

以设置对应的实体列作为主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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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从数据库生成实体 

以下情形需要用到生成实体功能： 
i) 数据库表已存在，或者从其他数据库表生成实体信息 
ii) 列表要从视图查询数据 
iii) 列表要从存储过程查询数据 
 
生成实体界面如下图：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数据库连接 默认为本系统数据库，也可以通过数据库连接功能，增

加其他数据库连接 
2 仅生成元数据 如果勾选，则不会创建数据库表，如果是本系统数据库，

需要勾上此选项，否则会报错 
3 数据库对象分类 3 类：表，视图，存储过程。存储过程生成实体时实体

列就是存储过程的参数，用于自动构建对应列表的数据

查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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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库对象 选择要生成实体的数据库对象 
 

3.3.2：表单设计 

表单用于数据的录入，表单设计功能如下图 

 

3.3.2.1：新建表单 

点击 PC 按钮，弹出新建 PC 表单对话框，如下图：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一键生成 根据实体字段自动生成表单，后续可以通过表单设置对

话框调整表单布局，增加携带数据或计算列等，也可以

转换为自由布局 
2 自由布局 通过表单设计器来布局表单，也可以转换为自动布局 

表单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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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实体定义 打开表单关联的实体定义对话框，可修改实体 
2 表单设置 打开表单设置对话框进行设置，表单必须是已保存过 
3 待选控件 数据源控件：实体所有字段+实体所有子表实体 

计算控件：用于在表单上计算的控件 
4 表单设计工具条区

域 
可通过这些工具条修改表单 

5 表单设计区域 可在此设计表单 
6 属性 设置当前选中的表单控件属性 

3.3.2.2：克隆手机表单 

可以从选中的 PC 表单点击【克隆】按钮直接生成手机表单 
可以从选中的 PC 表单或手机非只读表单点击【克隆只读】按钮直接生成手机只读表单 

3.3.2.3：注册表单 

当需要打开已有系统的表单时，可通过此功能注册表单。 

3.3.2.4：表单设置 – 主表设置 

主表设置可以对表单进行重构，在以下等情形需要进行主表设置： 
 携带数据，比如选择职员后带出职员的所在部门等相关信息 
 增加计算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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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控件默认值 
 设置控件属性 
 设置控件事件 
 设置控件可见性 
 设置控件只读 
 设置控件数据是否保存 
 设置控件引用数据过滤条件 
 增加超链接 
 
表单主表设置，如下图：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每行控件数 设置一行放置几个控件 
2 重构表单 勾选此选项，则会根据表单设置重新生成表单 
3 刷新 如果表单对应的实体列发生改变，可以点击以刷新表单主表控件 
4 实体 打开表单对应的实体对话框 
5 控件设置 输入控件：只读，如果非自定义控件，则为实体列字段名，如果为

自定义控件，则固定为 customcol。不可修改 

标签：控件的显示名称，可修改，重构生效 
数据来源： 
 手输：数据来源于手工输入 
 当前操作用户对应职员：即以当前用户对应的职员名称在表单

加载时自动填充到控件 
 当前操作用户所在组织机构：即以当前用户对应的职员所在的

组织机构名称在表单加载时自动填充到控件 
 当前操作用户所属职位：即以当前用户对应的职员的职位名称

在表单加载时自动填充到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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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日期：即以当前日期在表单加载时自动填充到控件 
 当前时间：即以当前时间在表单加载时自动填充到控件 
 当前日期时间：即以当前日期时间在表单加载时自动填充到控

件 
 下拉框级联：当表单上有级联下拉框时，将被级联的下拉框数

据来源设置为此选项，能显著提升表单加载速度。例如表单上

有国家，省份，城市 3 个级联下拉框，则将省份和城市的数据

来源设置为“下拉框级联”能显著提升表单加载速度。 
 当前操作用户：即以当前用户名称在表单加载时自动填充到控

件 
 引用数据第一条：即查找引用的数据表，把第一条数据在表单

加载时自动填充到控件 
 数据绑定或计算：自定义控件默认的数据来源，无需手工设置 
可见性： 
 可见：控件在表单上显示 
 生成但隐藏：控件在表单上有但是是隐藏的 
 不生成：表单上无此控件 
可为空：控件是否必填，如果控件对应的实体字段不允许为空，则

控件设置为可为空无效，实际还是不能为空 
所占列数：设置控件占几列 
数据绑定：将数据绑定到控件上，一类是直接引用表单实体其他字

段的信息，一类是将表单实体其他字段的信息作为一个输入参数传

递给指定的 SQL 函数，然后由该函数的返回值回填到控件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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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数据过滤：设置弹出一览表选择数据或者智能搜索数据时附加

的过滤条件，即实际查询数据 SQL 的 where 部分（不含 where 关键

字） 
默认值或公式：设置控件的默认值或计算公式 
保存控件数据：设定控件数据是否需要保存 
提交前只读：如果表单走工作流，则表示在提交工作流之前此控件

不可编辑；如果不走工作流，则表示此控件一直不可编辑。 
记录修改历史：用于修改表单数据时，记录修改历史。另外当需要

在服务端处理业务逻辑且需要获取到修改前的控件值时，勾选后可

以获取。获取修改前值：假设控件是小数型，控件对应字段名为

Amount，则可以这样获取：CommonUtil.GetFieldDecimalValue(row, 
"Amount" + StringConstant.ORIGINAL_VALUE_SURFIX)。注:如果是自定

义控件，勾选“记录修改历史”则代表当前控件是超链接，此时在默

认值栏设置超链接点击时的响应函数名，该函数需要定义在“脚本”
页签中 
可批量修改：指定某个控件字段可以批量修改，指定后一览表会出

现批量修改按钮 
审核后可修改：指定某个控件字段可以在审核后依然可以修改 

6 增加 增加数据绑定或计算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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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删除 删除数据绑定或计算控件 
8 上移 将控件往前移一格 
9 下移 将控件往后移一格 

10 事件/属性 设定控件事件响应函数或控件属性，如果要设置表单的事件，不要

选中任何主表控件！响应函数脚本必须先在脚本页签设置 

3.3.2.5：表单设置 – 子表设置 

子表设置可以对子表进行重构，在以下等情形需要使用子表设置功能： 
 设置子表默认行数 
 设置子表单独显示 
 设置子表高度 
 增加携带数据列，比如选择职员后带出职员的所在部门等相关信息 
 增加计算列 
 设置列默认值或公式 
 设置列属性 
 设置列事件 
 设置列可见性 
 设置列只读 
 设置列宽 
 设置列引用数据过滤条件 
 设置列是否汇总 
 
表单子表设置，如下图：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子表 选择要进行设置的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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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构子表 如果在主表页签勾选了重构表单，则此选项无论是否勾

上都会进行子表重构，如果主表未勾选重构选项，则

勾选此选项表示仅重构子表，主表不会重构 
3 默认行数 设置表单新增数据时子表默认预设的数据行数 
4 独立显示 表单如果有多个子表，设置本子表不和其他子表合并在

一个区域上，而是独立区域显示 
5 高度 设置子表的高度，如果设置为 0，则自适应行高。仅在

独立显示时可配置 
6 刷新列 如果子表对应的实体列发生改变，可以点击以刷新表单

子表列 
 7 子表列设置 列名：如果非自定义列，则为实体列字段名且不可编辑，

如果为自定义列，则会自动生成唯一的，也可以修改，

但是要保证唯一！ 

标签：列的标题，可修改，重构生效 
可见性： 
 可见：列生成并显示 
 生成但隐藏：列生成但是是隐藏的 
 不生成：子表上无此列 
可为空：列是否必填，如果列对应的实体字段不允许为

空，则列设置为可为空无效，实际还是不能为空 
只读：列不可编辑 
列宽：设置列的宽度 
数据绑定：将数据绑定到列上，一类是直接引用子表其

他列的信息，一类是将子表其他列的信息作为一个输入

参数传递给指定的 SQL 函数，然后由该函数的返回值回

填到控件上面，还有一类是数据映射，可将多行数据加

载到子表列上，具体应用可参考如何将主表上面某个字

段选择数据后将其明细数据加载到表单的子表上来 
引用数据过滤：设置弹出一览表选择数据或者智能搜索

数据时附加的过滤条件，即实际查询数据 SQL 的 where
部分（不含 where 关键字） 
默认值或公式：设置列的默认值或计算公式 
合计：设定列数据是否显示合计 
多行框模式：如果列对应的实体列是字符串类型且字段

长度大于 100，则可设置此模式： 
 双击弹出对话框编辑/查看：对话框模式来编辑/查

看列数据 
 自动行高：根据输入的内容长度自动调整输入框高

度 
传递原值：用于修改子表数据时，当需要在服务端处理

业务逻辑且需要获取到修改前的控件值时，勾选后可以。

获取修改前值：假设控件是小数型，控件对应字段名为

Amount，则可以这样获取：CommonUtil.GetFieldDecimalValue(row, 

"Amount" + StringConstant.ORIGINAL_VALUE_SUR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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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后可修改：指定子表某列可以在审核后依然可以修

改 
8 增加 增加数据绑定或计算列 

 9 删除 删除数据绑定或计算列 
10 上移 将列往前移 
11 下移 将列往后移 

 12 事件/属性 设定列事件响应函数或控件属性，响应函数脚本必须先

在脚本页签设置 
 

3.3.2.6：表单设置 – 脚本 

在此维护表单需要用到的自定义脚本，如下图： 

 
说明：平台内置脚本函数帮助文档：  

3.3.2.7：表单设置 – 菜单 

如果要在表单增加自定义工具条按钮，可在此增加，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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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显示在工具条按钮上的名称 
2 方法 点击按钮调用的 javascript 方法，该方法的实现脚本写在

脚本设置页签里。另外，该值也是按钮上的图片的名称，

该图片必须是 png 格式，也需要拷贝到系统安装目录

/images/toolbar 文件夹下 

3.3.2.8：表单设置 – 可见性 

设置控件在提交工作流审批前后是否可见，仅针对走流程的表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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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控件 即表单上的单个控件或子表，此数据不可修改，来源于

表单主表对应的实体字段的“可见性控制”属性，如果

勾上此属性，则显示在这里，另外表单所有子表对应的

实体表名也显示在这里以控制子表的可见性 
2 提交前可见 设置控件提交前是否可见 
3 提交后可见 设置控件提交后是否可见 

3.3.2.9：表单设置 – 其他 

设置表单的相关属性，如表单的高宽，数据库连接，自定义打印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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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编辑锁定时长 如果表单不走工作流，需要编辑数据时可设置编辑锁定

时长，一旦设置编辑锁定时长，则一次同一条数据只能

一个人编辑，编辑时间不能超过设定的锁定时长，否则

会自动保存后锁定，当前编辑不能继续，同时该记录解

锁，其他人可以打开来编辑 
2 表单打印 可自定义表单的打印输出，在报表管理新建报表，然后

在此选择该报表即可。注意:此类报表必须定义一个输入

参数：@p，参数类型为整数，实际运行时传入的是数据

的主键列 ID 值 
3 数据库连接 表单数据可来自于指定的数据库 
4 审批意见 表单显示工作流审批意见区域，可以设定不显示，显示

在左侧，显示在右侧。默认值可以在系统参数里设置 
5 提交时允许抄送 勾选后提交表单时可选择人员抄送 
6 下一节点并发模式 指发起流程时开始节点后面的节点的并发模式（注：当

可开始节点后面有多个节点可启动时才有意义） 
 全部并发：即能启动的节点都启动 
 多选并发：即能启动的节点由发起人选择其中的一

个或多个进行启动，此模式需人工选择 
 禁止并发：即能启动的节点由发起人选择其中的一

个进行启动，此模式需人工选择 
7 转交模式 指发起流程时开始节点后面的节点参与人员设置 

 智能转交：参与人员由节点自身设置 
 手动转交(从所有员工选择)：参与人员由发起人从整

个公司范围选择 
 手动转交(从节点指定范围选择)：参与人员由发起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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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自身设置的人员中选择 
8 SQL&事件 可以在表单数据保存前/后，审核/反审核后指定要执行

的 SQL 语句，SQL 语句可以引用表单的数据。可以编写

服务端代码，响应表单事件： 
需要执行的代码的方法的名称，必须声明为 public，且

是实例方法。具体说明如下： 
 服务端数据加载前: 
/// <summary> 

        /// 数据加载前执行，返回值可以在客户端通过变量

CustomValue来访问 

        /// </summary> 

        /// <param name="objContext">数据库访问对象</param> 

        /// <param name="bizId">数据主键ID</param> 

        /// <returns></returns> 

        public static string BeforeLoadFormInfo(Entities 

objContext, int bizId) 

 服务端保存数据前： 
/// <summary> 

        /// 数据保存前执行，正常返回值为空，如果不为空，会抛出异

常，异常信息就是返回值 

        /// </summary> 

        /// <param name="objContext">数据库访问对象</param> 

        /// <param name="isNew">是否新增</param> 

        /// <param name="bizId">数据主键ID，新增是为0</param> 

        /// <param name="o">封装了表单上控件值</param> 

        /// <returns></returns> 

        public static string BeforeSaveFormInfo(Entities 

objContext, bool isNew, int bizId,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o) 

 服务端保存数据后 
/// <summary> 

        /// 数据保存后执行，正常返回值为空，如果不为空，会抛出异

常，异常信息就是返回值 

        /// </summary> 

        /// <param name="objContext">数据库访问对象</param> 

        /// <param name="isNew">是否新增</param> 

        /// <param name="bizId">数据主键ID</param> 

        /// <param name="o">封装了表单上控件值</param> 

        /// <returns></returns> 

        public static string AfterSaveFormInfo(Entities 

objContext, bool isNew, int bizId, Dictionary<string, object> 

o) 

 当子表数据删除时 
///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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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子表数据删除前执行，正常返回值为空，如果不为空，会抛

出异常，异常信息就是返回值 

        /// </summary> 

        /// <param name="objContext">数据库访问对象</param> 

/// <param name="bizId">数据主键ID</param> 

        /// <param name="firstNewDetailId">新插入的第一条子表数

据ID</param> 

/// <param name="existsChildIds">存在的子表数据ID</param> 

/// <param name="tableName">子表表名</param> 

        /// <returns></returns> 

        public static string 

BeforeDeletingFormChildData(Entities objContext, int bizId, int 

firstNewDetailId, string existsChildIds, string tableName) 

9 引用表单数据 SQL 语句中可以引用表单数据，如果是日期或字符串类

型，需要用单引号引起来 

3.3.3：一览表设计 

用来对系统业务数据进行查询，可以自定义要查询的数据列，支持多表联查。 
定义好的一览表通过角色的功能权限授给具体的用户来使用。一览表分为单表，混合表，主

从表，树表等 4 种类型。一览表管理界面如下图：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系统模块组 这里列出的是系统模块，也就是系统菜单，可以新增，

修改，删除，或更改菜单上下级。需要注意的是，系统

内置的“我的报表”和“我的一览表”这两个模块组下

新建的模块组也是作为一级菜单。比如图中的客户资料

等都是一级菜单。 
2 一览表列表 显示已有的一览表，可进行维护 

3.3.3.1：新建单表一览表 

点击“单表”按钮，进入到单表一览表定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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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常规设置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一览表名称 
2 用于 设置该一览表是用于 PC 还是手机端，或者两者都可用 
3 数据库连接 设置一览表的数据取自于哪个数据库，默认为本系统数据库 
4 数据源 如果数据来源不是简单的从实体表获取，可以设置两个来源： 

 业务类：可以在书写代码类，该类必须实现

QF.BPMN.Web.Contract.IListDataSource接口，该接口需引用

系统组件：QF.BPMN.Web.dll。此种情况下“列”页签里的列必

须全部是自定义列，列字段名可随意填写，如 f1,f2 等。 
 存储过程：可以书写存储过程获取数据，这里配置为

QF.BPMN.Web.DAO.ListSPDataSource@xxx，xxx 为存储过程名。此

种情况下“列”页签里的列必须全部是自定义列，且列字段名就

是存储过程返回的数据列名。 

5 每行页数 设定每页展现的数据行数，如果设置为 0 则表示是按需加载数

据，不分页 
6 权限 设置一览表的授权方式，有六种方式： 

 需要授权：只有授权用户能用。选择此种方式需要在角色的

功能树里进行勾选授权给用户，才能使用此一览表； 
 不需授权：所有用户可用。选择此种方式则所有用户可直接

使用此一览表； 
 不作为菜单：一览表不可授权，也不会作为菜单出现，典型

使用场景是定义用于主从表的主表或子表； 
 不作为菜单但需要授权：一览表不作为菜单出现，但可以对

一览表上的按钮进行授权，比如定义一个一览表作为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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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可以对此子表上的新增，修改，删除按钮进行授权； 
 用作看板：选择此种方式，一览表以看板的方式呈现，可以

设置看板字体大小和数据刷新频率； 
 用作桌面部件：选择此种方式，一览表可作为一个部件呈现

在用户桌面上。 
7 自定义机构

过滤 
机构数据范围默认为设置的授权范围，如果还不满足需求，可在

服务端进行自定义机构范围，此处填写自定义机构范围的方法名

称 
8 用于弹框选

择数据 
当表单弹出一览表选择数据时，勾选后默认打开此一览表来选择

数据 
9 过滤方案显

示在一览表

左侧 

过滤方案默认位于工具条右侧，勾选此方案后将在整个一览表的

左侧显示过滤方案 

10 手机端以表

格展示 
勾选后一览表在手机端查询时可按表格展现数据 

11 加载前取数

SQL 
一览表加载时，如果需要获取数据用于自定义脚本里使用，可在

此书写 SQL 语句来取数，该语句返回一个字符串型数据，该字符

串会赋值给变量 myVal，可在脚本里使用该变量 
12 数据删除前

检查 SQL 
一览表选中数据删除前检查数据的 SQL 语句，SQL 语句必须返回

一个整数：返回 0，允许删除，否则不允许删除。用##ID##代表

当前要删除数据的 ID 值 
13 数据删除前

执行 SQL 
一览表选中数据删除前执行的 SQL 语句，用##ID##代表当前要删

除数据的 ID 值 
14 数据删除后

执行 SQL 
一览表选中数据删除后执行的 SQL 语句，用##ID##代表当前要删

除数据的 ID 值 

ii) 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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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数据实体 一览表要查询的数据的主表对应的数据实体。提示：如果数据源

是来自自定义业务类或存储过程时或 SQL 数据源时，这里可随意

指定一个实体 
2 PC 表单 选中的实体所关联的 PC 端表单列表，如果选择了表单，则用户

在查询此一览表时，可以通过该表单查看详细的数据，同时可以

设置是否允许对数据进行新增修改删除操作。 
3 手机可编辑

表单 
选中的实体所关联的手机可编辑表单列表，如果选择了表单，则

用户在手机端查询此一览表时，可以通过该表单查看详细的数

据，同时可以设置是否允许对数据进行新增修改删除操作。 
4 手机只读表

单 
选中的实体所关联的手机只读表单列表，如果选择了表单，则用

户在手机端查询此一览表时，可以通过该表单查看详细的数据。 
5 表单模式 表单的显示模式，仅在本单表作为菜单运行时有效，且“过滤方

案显示在一览表左侧”选项不能勾选 
 弹出对话框：表单以弹出对话框的方式展现 
 多页签：表单和一览表都在页签里，每个表单都新开一个页

签 
 单页签：表单和一览表都在页签里，表单只有一个页签 

6 数据操作 如果关联了表单，可以设置是否对数据进行增删改操作。还可以

设置是否允许数据导入（导入功能详见数据导入）导出，是否允

许进行图表分析，是否在数据列表里显示工作流状态，比如审批

中，已完成等等。 
显示序号列：仅对非自定义数据源和非分组的一览表生效，勾选

后自动在一览表的第一列显示序号。 
7 实体列树 选中的数据实体的列展开的树，勾选列来构建一览表的列。如果

列数据类型为引用实体，可以展开该引用实体来选择其列，以实

现多表联查。 
8 列设置 表别名：选择的列所属的数据库表在查询数据时的别名，在 8，

9，10 处如果要使用表名，需要使用此别名代替。 
字段名：选择的列对应的字段名，不可修改，如果是自定义列，

可修改。 
列名：一览表列的标题，可修改。 
数据类型：选择的列对应的字段类型，不可修改，如果是自定义

列，可修改。 
列宽：设置列的宽度，如果为 0，则运行该列是隐藏的。数据导

出时也不会导出该列数据。 
可过滤：设定该列在 PC 端查询一览表数据时是否可以用来数据

过滤。 
数据格式：设定数据列的显示格式 
布局：设置列数据布局 
链接：设置列数据是否可以直接点击后打开一个一览表，表单或

页面，指定页面时，可以追加参数，例

如：?id=##2##&value=##0##，##X##代表引用一览表数据，X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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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代表引用一览表数据的 ID 值，>0 代表引用一览表的第几列的

值。上面的例子分别表示引用一览表第 2 列的值和 ID 的值 
模板函数：设置列数据展现时调用的 javascript 函数，函数的定

义写在“脚本”页签里，模板函数示例:  
///dataItem：当前行数据对象/// 

///colIndex：当前设置了模板函数的列索引，可通过内置函数 getColValue(dataItem, 

colIndex)获取该列该行数据值/// 

function editContactor(dataItem,colIndex) { 

    return dataItem.V2 ? kendo.format('<a 

href="javascript:editadata({0},250002)">{1}</a>', dataItem.V2, getColValue(dataItem, 

colIndex)) : ''; 

} 

手机应用：设置列在手机端的展示 
 不显示：手机端不显示该列数据 
 显示：手机端显示该列数据 
 显示并按此列过滤：手机端显示该列数据并且该列可用于过

滤数据 
 显示并按此列过滤且必填：手机端显示该列数据并且该列可

用于过滤数据并且必须输入过滤条件才能查询数据 
 显示并按此列所属实体的主键列过滤(下拉框方式)：手机端

显示该列数据并且该列可用于过滤数据并且过滤时是按此

列所属实体的主键列来过滤数据并且选择过滤数据是通过

下拉框选择 
 显示并按此列所属实体的主键列过滤且必填(下拉框方式)：

手机端显示该列数据并且该列可用于过滤数据并且过滤时

是按此列所属实体的主键列来过滤数据并且选择过滤数据

是通过下拉框选择并且必须输入过滤条件才能查询数据 
 显示并按此列所属实体的主键列过滤(数据列表方式)：手机

端显示该列数据并且该列可用于过滤数据并且过滤时是按

此列所属实体的主键列来过滤数据并且选择过滤数据是通

过一览表选择 
 显示并按此列所属实体的主键列过滤且必填(数据列表方

式)：手机端显示该列数据并且该列可用于过滤数据并且过

滤时是按此列所属实体的主键列来过滤数据并且选择过滤

数据是通过一览表选择并且必须输入过滤条件才能查询数

据。 
统计：设定是否对该列数据进行统计 
列特性：设置列特性 
 附件列：表明该列存储的是附件，设置后可以直接点击附件

名在线阅读附件； 
 多图片列：表明该列存储的是图片数据，设置后可以直接点

击图片名打开图片； 
 图文列：表明该列存储的是图文数据，设置后可以显示图文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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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列：表明该列存储的是手机号，在手机上可直接拨打； 
 电话列：表明该列存储的是电话号码，在手机上可直接拨打； 
 邮件列：表明该列存储的是邮件账户，点击可以打开写邮件

页面； 
 地址列：表明该列存储的是一个地址，点击后可显示地图定

位； 
 进度条列：表明该列存储的是一个数字，设置后可以进度条

的方式展现数据； 
 新增按钮列：设置后显示为一个按钮，点击可打开表单新增

数据，表单在“链接”列那里绑定，如果想要将一览表的值

传递给表单，可以这样设置：

 

 可编辑：该列数据可编辑 
 引用数据：该列数据可编辑且是下拉框选择或弹框选择 
按部门过滤：仅针对来自组织机构，职位，职员 3 个实体的列有

效，勾选后会对此列用当前操作用户的组织机构范围来过滤数

据。 
冻结列：设定列是否冻结，注意：所有冻结列自动显示在非冻结

列前面，无论设定的冻结列是否在非冻结列前面。 
分组列：只可设定一列为分组列，数据按该列分组展示。 

9 关联表 如果在 6 处找不到要显示的列数据，可以在此设定表关联，然后

通过自定义列实现。比如选择的实体为 A，实体 B 和实体 A 没有

引用关系，现在需要显示 B 的 b1 字段数据，可以支持设定表关

联：left join B on B.xxx=A0.xxx，注意 A0 的写法，A0 为 A 的表别

名，然后增加自定义列，字段名设置为 B.b1 即可。 
10 固定过滤条

件 
在此处设置固定的过滤条件，不要以“where”开头。

@@EmpID@@表示当前用户对应职员 ID，@@UserID@@表示当

前用户 ID，@@UserNum@@表示当前用户登陆账号，

@@CurDate@@表示当前时间。可以在此直接使用这四个特殊代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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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默认排序 设置查询的默认排序字段，可以是多个，不要以“order by ”开

头 
12 列操作 可以新增自定义列，字段名输入查询的 SQL 语句，如：

HR_Employee100087.Number + '-' + HR_Employee100087.Name 
注意：表名必须为整个查询 SQL 语句的该表别名，如上例中的

HR_Employee100087，它是表 HR_Employee 的别名，可以在列表

第一列获取表别名。 
可以删除已有列或者移动列的位置 

iii) SQL 数据源 

 
一览表数据来自 SQL 语句的查询结果。 
注意，此处的 SQL 语句有如下约束： 
 Select 的字段提供一个就可以，其他要返回的字段在页签“列”中通过增加自

定义列来指定。Select 提供的字段必须有字段名或者别名，不能是直接一个表

达式。例如 select isnull(t1.CM,t2.CM) from … 这样的错误的，因为没有字段名或

别名，select isnull(t1.CM,t2.CM) CM from … 这样是正确的，指定了别名 CM。 
另外，select … from …，from 后面必须要跟一个空格 

 Order by子句最多只能出现一次且如果出现的话一定是在整个 SQL语句的最后。

不能出现在 SQL 语句的中间，否则无法取数。 
 整个 SQL 语句不能出现和查询无关的关键字，比如 delete，update，insert，drop

等等都不允许，否则不会执行该 SQL 语句。 
iv) 菜单设置 
在定义单表一览表时可以自定义工具条按钮，用于处理增删改之外的业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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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显示在工具条按钮上的名称 
2 方法 点击按钮调用的 javascript 方法，该方法的实现脚本写在

脚本设置页签里。另外，该值也是按钮上的图片的名称，

该图片必须是 png 格式，也需要拷贝到系统安装目录

/images/toolbar 文件夹下 
 
Javascript 方法示例： 

///根据商机生成报价单/// 

///listId：当前一览表ID/// 

///id:当前选择的数据主键值，如果未选择数据，则为0/// 

///data：当前选择的数据行数据对象，可以获取其他列数据, 如果未选择数据，则为null/// 

function Convert2PriceBill(listId, id, data) { 

    if (id > 0) { 

        var p = GetParentWnd4Html(); 

        p.ConfirmEx('确定要根据选中的商机生成报价单吗？', null, function () { 

            $.ajax({ 

                type: "POS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url: "../WebService/WS4FormDesign.asmx/ExeMethod", 

                data: '{"methodName" : "Convert2PriceBill","args":"' + id + '"}', 

                dataType: 'json', 

                success: function (result) { 

                    p.AlertEx(resu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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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脚本设置 

无论是列模板函数，还是自定义按钮响应函数，还是其他一些附加业务处理，都涉

及到 javascript 脚本，所有脚本都在这里设置。因为既可以在 PC 端使用，也可以在

手机上使用，所以脚本也分 PC 端和手机端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PC 端自定义过滤条

件 HTML 
如果不能或不想使用一览表标准的过滤条件，可以自定

义过滤条件，在此设置自定义过滤条件的 HTML。组装自

定义过滤条件的代码写在固定的函数名为

customCondition 的函数内，给内置变量 wholeCondition
设置过滤条件，如果还需要设置排序，给内置变量

wholeOrderBy 设置排序，该函数返回 true 表示进行数据

查询，返回 false 表示不进行数据查询。在一览表加载时

或者点击查询按钮时会调用该函数。 
2 PC 端 javascript 在此设置 PC 端使用到的 javascript 脚本 
3 手机端自定义过滤

条件 HTML 
如果不能或不想使用一览表标准的过滤条件，可以自定

义过滤条件，在此设置自定义过滤条件的 HTML 

                }, 

                error: function (error) { 

                    p.ErrorEx('生成报价单失败', error.responseTex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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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机端 javascript 在此设置手机端使用到的 javascript 脚本 
平台内置脚本函数帮助文档：  

vi) 多表头设置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表头 在此通过增加删除按钮维护表头信息 
2 可选择的列 列出一览表里未设置到多表头的列 
3 选择/取消选择列 选择列到表头下，或从表头下取消列 
4 已选择的列 列出多表头下已选择的列 

vii) 预警设置 
一览表同时可以用作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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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设置预警的名称 
2 角色 选择该预警关联的角色，拥有该角色的用户可以收到该

预警 
3 附加条件 在一览表设置的基础上加上数据过滤条件，非必填项 

当用户登录系统后，系统会检索当前用户是否有预警，如果有，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点击某项预警会弹出对话框显示具体预警数据。同时系统主界面顶部预警指示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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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指示当前有多少个预警有数据： ，点击该指示也会弹出

上图所示的对话框。 

3.3.3.2：新建混合一览表 

点击“混合表”按钮，进入到混合表一览表定义界面，如下图所示：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一览表名称 
2 一览表 下拉框列举了所有定义好的单表一览表，选择一个作为混合表的

一览表 
3 权限 参考单表一览表的权限 
4 图表高度占

比 
设置图表高度占比，设置为 0 则默认不显示图表 

5 图表 图表区域，至少一个，最多 4 个 
6 选择框 如若要删除某个图表，按此复选框选中，再点击删除按钮 
7 增加 增加一个图表 
8 删除 删除选中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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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新建主从表一览表 

点击“主从表”按钮，进入到主从表一览表定义界面，如下图所示：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主从表名称 
2 主表 下拉框列举了所有定义好的单表一览表，选择一个作为主一览表 
3 权限 参考单表一览表的权限 
4 子表高度占

比 
设置子表高度占比，设置为 0 则默认不显示子表 

5 脚本 如果需要改变主从表的某些行为，可在此重写主从表的某些函数 
6 子表 子表 ID：显示子表一览表的 ID，如果是自定义子表，则为空 

名称：显示在子表页签上的名称 
关联主表字段：选择哪个字段来关联主表，一般只有 1 个，也有

多个的情况，这个时候需要手工选择一个 
主表数据删除时子表数据： 
 级联删除：即同时删除子表数据； 
 置为空：即设置子表关联主表的字段为空，前提是此字段允

许为空，否则会出错； 
 不作处理：子表数据无变化 
自定义页面路径：仅针对自定义子表，需要设置子表的页面路径 

7 显示子表数

量 
勾选后主从表运行时子表页签会显示子表有多少条数据 

8 子表操作按

钮 
刷新子表：重新加载主一览表对应的实体的所有子实体的相关一

览表。如果 A，B 两个实体，实体 A 有一个字段的字段类型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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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B，则称 A 为 B 的子实体。如果主一览表关联的实体是 B，则

点击刷新按钮会列出关联实体 A 的一览表来。 
增加自定义子表：子表非一览表，而是来自一个页面，通过此按

钮来设置。如果子表是一个一览表但不是当前主表的子表，则亦

可以通过此按钮定义，此时自定义页面路径就不是填入一个路

径，而是一个针对子表的数据过滤条件，如： 

 
e.ID=##2## and Sys_UserLog0.IDValue=##0##，##X##代表引用主表

数据，X 是 0 代表引用主表的 ID 值，>0 代表引用主表一览表的

第几列的值。上面的例子分别表示引用主表一览表第 2 列的值和

主表 ID 的值 
删除：删除子表 
上移/下移：设置子表的显示顺序 

3.3.3.4：新建树表一览表 

点击“树表”按钮，进入到树表一览表定义界面，，如下图所示：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树表名称 
2 树显示名 运行时显示在树顶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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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实体 下拉框列举了所有定义好的树实体，选择一个实体作为树的数据

来源实体。注意：树实体的定义为：包含列名为 ParentID（数据

类型为整数型或引用实体）的列的实体。 
4 树数据操作 当选择了 4 处的表单时，在此可选择对树数据进行增删改操作 
5 树表单 如果要对树的数据进行增删改操作，请选择关联树实体的表单 
6 明细节点实

体 
如果树要展示的数据来自两个实体，则可以选择明细节点的数据

来自哪个实体 
7 一览表 树表右边的一览表，可以是单表，也可以是主从表 
8 权限 参考单表一览表的权限 
9 树数据过滤

SQL 
可以在此直接写 SQL 语句的 where 部分来过滤树的数据，不要

以 where 开头 
10 脚本 如果需要改变树表的某些行为，可在此重写树表的某些函数 
11 默认隐藏 勾选表示树表运行时会隐藏树，只显示一览表，用户可通过视图

按钮切换树是否显示 
12 显示树节点

搜索框 
设置是否树控件顶部显示树数据搜索框 

13 一览表显示

更改上级按

钮 

设置是否右边的一览表显示更改上级按钮，该按钮可以修改一览

表的数据属于哪个树节点 

14 一览表包含

子级数据 
勾选后，树节点选中后，右边一览表会显示树节点以及其所有子

级的数据 

3.3.3.5：新建组合一览表 

点击“组合表”按钮，进入到组合表一览表定义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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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一览表名称 
2 权限 参考单表一览表的权限 
3 页签位置 选择页签位置 
4 一览表 ID 显示一览表 ID，如果是自定义页签，则为 0 
5 名称 页签名称 
6 自定义页面

路径 
如果是自定义页签，设置页面路径 

7 增加一览表 增加一个一览表页签 
8 增加自定义 增加一个自定义页签 

 

3.3.4：报表管理 

本系统提供专业两类报表，一类是简单报表，设计和输出都类似 Excel，该类报表主要作为

表单或一览表的打印输出使用，不能单独作为菜单使用；另一类是高级报表，可以定义出任

何布局，非常复杂的 web 报表，定义好的报表通过角色的功能权限授给具体的用户来使用。 

3.3.4.1：简单报表 

点击报表管理主菜单，选择报表管理项，进入报表管理主页面，点击“简单报表”按钮新建

简单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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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设置报表名称 
2 数据实体 设置报表数据来源的主实体 
3 绑定 将数据绑定到当前选中的单元格 
4 从表单引入 从表单引入的报表设置，可自动将表单的主表和子表设

置引入到报表，包括名称，数据来源，主表布局等。 
5 保存 保存报表设计 
6 打开 Excel 可从已有的 Excel 导入 
7 主表数据绑定 ##......##表示的是主表数据绑定表达式 
8 子表数据绑定 [......]表示的是子表数据绑定表达式，可以多个子表 

3.3.4.2：高级报表 

点击按钮“高级报表”，弹出报表属性对话框，输入报表名称和说明，点击确定，弹出报表

设计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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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报表外观样式工具栏 工具栏 
2 报表控件工具条 报表控件，可拖选到报表定义区 
3 报表定义区 在此定义报表 
4 报表数据源 数据源设置 
5 保存 点此按钮保存报表定义。当新建报表保存后关

闭此对话框，新建的报表不会立刻显示到列表

上，需要刷新数据。 

3.3.4.3：新建报表数据源 

在报表数据源区，可以新建或修改数据源，数据源定义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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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选择数据库链接  
2 数据源名称  

3 数据源别名 和数据源保持一致即可 
4 查询语句 在此定义数据查询语句，查询语句可以使用查

询参数，如示例中的@HD，@CurrentEmpID 
5 查询语句返回的字段列表和

定义的查询参数列表 
 

6 参数名称 参数分为两种，一种需要用户在查询报表时输

入参数的具体值，一种使用系统预设数据作为

参数的值。第一种情形，参数的名字构成：“实

际参数名：参数显示给用户看到的名字”（查看

示例），如@HD：入职日期。其中@HD 为 sql
语句中用到的名称，入职日期为用户在查询报

表时输入具体参数值时的控件的标签。第二种

情形，系统预设了如下参数名称： 
@CurrentUserID：取值为当前操作用户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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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EmpID：取值为当前操作用户对应职

员的 ID 
@CurrentEmpPosID：取值为当前操作用户对应

职员的职位 ID 
@CurrentEmpOrgID：取值为当前操作用户对应

职员所在组织机构的 ID 
对于第一种情形，系统也预设了几个参数名称，

当需要用户来输入具体值： 
@InputUserID：表示选择某个用户的 ID 作为具

体参数值 
@InputEmpID表示选择某个职员的 ID作为具体

参数值 
@InputPosID 表示选择某个职位的 ID 作为具体

参数值 
@InputOrgID 表示选择某个组织机构的 ID 作为

具体参数值 
7 表达式 不起作用，请勿在此区域输入任何字符 
8 参数大小 参数的长度大小 
9 参数类型 选择参数的类型 

有关详细的高级报表定义操作，请参考：http://www.stimulsoft.com/ 

3.3.5：数据库连接 

数据库连接用于建立第三方系统的数据库访问，应用于和第三方系统的数据交互 

 
说明： 

序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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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 名称 设置连接名称 
2 连接本系统 勾选表示连接到本系统数据库，此时 4 处随便填写即可 
3 数据库类型 选择数据库类型，有如下几种：MS SQL Server；My SQL；其他。其

他包含 Oracle，Sysbase，DB2，Access 等数据库 
4 连接串 数据库连接串，各种数据库连接串如下：（[]以及里面的内容根据实

际情况替换） 
类型 连接串 

MS SQL 
Server 

data source=[DBSERVER];initial 
catalog=[DBNAME];user 
id=[USERID];password=[PASSWORD]; 

My SQL server=[DBSERVER];user 
id=[USERID];password=[PASSWORD];persistsecurityi
nfo=True;database=[DBNAME];SslMode=none; 
Allow User Variables=True; 

Oracle Provider=OraOLEDB.Oracle.1;Server=[DBSERVER];D
ata  Source=(DESCRIPTION =(ADDRESS_LIST 
=(ADDRESS = (PROTOCOL = TCP)(HOST = 
localhost)(PORT = 1521)))(CONNECT_DATA 
=(SERVICE_NAME = [SERVICENAME])));User 
ID=[USERID];password=[PASSWORD]; 

DB2 Provider=IBMDADB2;Data 
Source=[DBSERVER];UID=[USERID];PWD=[PASSWOR
D]; 

Sybase Driver=Sybase.ASEOLEDBProvider;Server 
Name=[DBSERVER],5000;Initial Catalog=[DBNAME]; 
User id=[USERID];Password=[PASSWORD]; 

Access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mdb 文件路径] 

  

5 GBK 编码 如果第三方数据库不是 Unicode 编码，需勾选此复选框 
6 测试连接 测试是否设置 OK 

3.4：系统设置 

3.4.1：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有 4 类：文本，复选框，密码，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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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桌面设置 

系统“我的桌面”功能里的部件是可以自定义的，在桌面模块栏进入编辑模式，点击按钮，弹

出桌面部件设置对话框进行设置 

 
注：这里设置的是默认给所有用户使用的，如果要实现给不同用户不同的桌面部件，可在角

色里设置角色的桌面部件，然后将角色赋给用户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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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用户登录后 

可以自定义用户登录后的一些附加业务操作。 
i) 方法名：设置用户登录成功后执行的方法，该方法返回的字符串会传递给主页面的

javascript 变量 afterLoginMsg，然后通过 eval 方法执行该字符串代码。示例： 
方法名配置为：ShowLoginSuccessMsg，该方法实现： 
public static string ShowLoginSuccessMsg(Entities objContext) 

        { 

            return string.Format("AlertEx('Hi, {0} ,欢迎使用系统

')",SessionHelper.CurrentUser.Name); 

        } 

运行效果： 

 

ii) 主界面脚本：给主界面增加一段脚本，比如周期性提醒未考勤打卡的用户打卡 
function customPeriodCheck(result) { 

    var msg = ''; 

    switch (result) { 

        case '1': msg = '您还未进行上班打卡，请及时打卡'; break; 

        case '2': msg = '下班了，请记得打卡哦'; break; 

        case '3': msg = '您还未进行打卡，请及时打卡'; break; 

    } 

    if (msg) notification.show({ title: '打卡提醒', message: msg, state: result }, 

'customnotify'); 

} 

function attendaceSign(state) { 

    $.ajax({ 

        type: "post", 

        data: kendo.format('{state:"{0}"}',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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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url: "OAWebService/Service4OA.asmx/DoSign", dataType: 'json', 

        success: function (result) { AlertEx('打卡成功！'); }, 

        error: function (error) { } 

    }); 

} 

注意：方法名 customPeriodCheck 是固定的，表示周期性对服务端执行的结果进行处

理，服务端相应的需要提供方法，方法名也是固定的：OnPeriodCheck，该方法示例

如下： 

/// <summary> 

        /// 周期性检查 

        /// </summary> 

        /// <param name="objContext"></param> 

        /// <returns></returns> 

        public static string OnPeriodCheck(Entities objContext) 

        { 

            return AttendMan.CheckAttend(objContext).ToString(); 

        } 

 
iii) 主界面通知：即自定义主界面的右下角弹出通知，例如 

 

设置如下： 
,{type: "customnotify",template: "<div  class=\\\"customnotify\\\"><h3>#= title 

#</h3><p>#= message #</p><button class=\\\"margint k-button\\\" 

type=\\\"button\\\" onclick=\\\"attendaceSign(#= state #)\\\"> 立 即 打 卡

</button></div>"} 

3.4.1.3：自定义系统参数 

目前只能通过 SQL 脚本增加自定义系统参数，脚本示例如下： 
if not exists (select ID from Sys_ProfileGroup where id=800000) 

begin 

/*增加系统参数组---------begin------*/ 

SET IDENTITY_INSERT Sys_ProfileGroup ON 

insert into Sys_ProfileGroup(ID,Name,Paren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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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800000,'自定义系统参数组',1) 

SET IDENTITY_INSERT Sys_ProfileGroup OFF 

/*--------end-----------------------*/ 

/*增加系统参数---------begin------*/ 

SET IDENTITY_INSERT Sys_Profile ON 

--DataType:1:布尔值；2：数字或字符串；3：密码；4：按钮 

--IsReadOnly:1：参数只读；0：参数可编辑 

--IsVisible：1：参数可在界面上配置；2：参数在界面上显示 

insert into 

Sys_Profile(ID,Name,Description,Value,DataType,IsReadOnly,IsVisible,GroupID)values(8000

00,'自定义系统参数1','参数1说明','',2,0,1,800000) 

insert into 

Sys_Profile(ID,Name,Description,Value,DataType,IsReadOnly,IsVisible,GroupID)values(8000

01,'自定义系统参数2','参数2说明','',2,0,1,800000) 

SET IDENTITY_INSERT Sys_Profile OFF 

/*--------end-----------------------*/ 

end 

GO 

注意：该脚本在制作业务数据升级包时需要放置到“升级后执行脚本”里以便升级时自动加

上系统参数。 
在后台代码里获取系统参数设置： 
ProfileMan.GetProfileValue(800000, objContext);//800000 为系统参数 ID，objContext 为数据

库上下文实例 

如果需要在系统参数更改后执行业务处理，可以在服务端方法 AfterUpdateProfile内自定义

代码，示例： 
public static void AfterUpdateProfile(Entities objContext, Sys_Profile profile) 

        { 

            switch(profile.ID) 

            { 

                case 250030://开启或关闭公海功能 

                    var m = CacheUtil.GetModuleByID(objContext, 255059); 

                    if (m != null && ((m.LoadMode > -1 && profile.Value == "0") || 

(m.LoadMode == -1 && profile.Value == "1"))) 

                    { 

                        objContext.ExecuteStoreCommand("update Sys_module set 

LoadMode=@m where ID=255059", 

                            DBFactory.Factory.CreateParameter("m", profile.Value == "1" ? 

1 : -1)); 

                        CacheUtil.RemoveGroups(); 

                    } 

                    break; 

                default:brea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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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流程设计 

系统提供可视化图形界面设计流程，如下图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流程组树 所有流程组，流程组和实体组是一致的，且只能在实体

管理功能维护 
2 发布 发布选中的流程，流程只有发布后才能使用，流程可以

多次更改发布，任何更改在发布前都不会影响正在运行

中的流程实例 
3 清除数据 与该流程相关的所有任务，消息，业务数据都将被清除，

同时如果流程版本大于 1，流程版本将自动变为 1，其他

版本将被删除！此功能慎用，仅 admin 账户可使用，一

般用于清除流程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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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流程定义详解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选择”操作 可选择流程图上的元素 
2 开始节点 表示一个流程的开始，只能有一个 
3 结束节点 表示流程的结束，可以有多个 
4 活动节点 既可表示审批，也可表示表单数据的提交等 
5 线条 连接节点 
6 “并”节点 所有入口活动都必须完成才能启动此节点 
7 “或”节点 任何一个入口活动完成即启动此节点 
8 消息节点 可发送消息，既包括内部消息，也包括邮件方式和短信

方式发送消息 
9 适配器 将表单数据导出到第三方系统 

10 子流程 代表一个子流程，启动此节点，则进入相应的子流程 
11 等待 可设定等待条件，在等待条件满足前流程一直停留在本

节点，条件满足时流程继续流转 
12 新增，保存，保存

并发布 
可新增流程，保存流程更改，保存流程同时发布流程 

13 属性设置 设置流程属性，节点属性，线条属性 
14 节点布局按钮 可设置节点对齐，间距等 

3.4.2.2：流程属性定义 – 常规 

点击流程属性按钮，弹出流程属性对话框，选择“常规”页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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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编码 流程编码 
2 名称 流程名称 
3 表单 选择流程发起时要提交的表单 
4 只作为子流程或自

动发起 
勾上此选项表示流程发布会不会出现在“我的申请-> 发
起流程”页面里，即不可以作为主流程发起。 

5 文号 定义流程每次发起的文号模板。[FN]代表流程名称，[AFN]
代表自动发起流程设置的名称，另外可以引用表单数据

来组合。 
6 引用表单数据 引用表单数据到文号模板。 
7 图标 每个流程都可以设置一个图标，代表当前流程，此图标

会在“新建流程”页面出现 

3.4.2.3：流程属性定义 – 申请人员 

设置哪些人员可以发起此流程，可通过组织机构，职位，用户，角色来指定，如果设定为黑

名单，则说明该类人员不能发起此流程 



开发手册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www.8crm.com     
 

3.4.2.4：流程属性定义 – 监控人员 

设置哪些人员能够管理这个流程的流程实例，包括挂起、继续、终止流程实例等功能。可通

过用户，角色来指定 

3.4.2.5：流程属性定义 – 流程事件 

可响应流程事件进行业务处理。需要执行的方法必须声明为 public，且是实例方法。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流程启动前事件方

法名 

/// <summary> 

        /// 执行流程启动前的代码 

        /// </summary> 

        /// <param name="flow">待启动的流程</param> 

        /// <param name="objContext">数据上下文，可用于

访问数据库</param> 

        /// <param name="entityId">数据实体的 ID</param> 

        /// <param name="bizId">主表的数据库记录主键值

</param> 

        /// <param name="starter">发起流程的用户的

ID</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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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s>如果阻止发起，返回阻止发起的原因（字符串）

即可，否则返回空值（string.Empty）</returns> 

        public string BeforeStarting(FM_Flow flow, Entities 

objContext, int entityId, int bizId, int starter)  

2 流程结束后事件方

法名 

/// <summary> 

        /// 执行流程结束后的代码 

        /// </summary> 

        /// <param name="fi">流程实例</param> 

        /// <returns>如果要提示信息，返回具体的信息（字符

串）即可，否则返回空值（string.Empty）</returns> 

       public string AfterFinished(FM_FlowInstance fi) 

3 撤回申请后事件 /// <param name="fi">流程实例</param> 

        /// <param name="ai">当前活动实例</param> 

/// <returns>如果要提示信息，返回具体的信息（字符串）即

可，否则返回空值（string.Empty）</returns> 

 

        public void AfterWithdraw(FM_FlowInstance fi, 

FM_ActivityInstance ai) 

4 退到发起人事件 /// <param name="fi">流程实例</param> 

        /// <param name="ai">退回到发起人的活动实例

</param>///  

///<param name="mailContent">给发起人发送退回通知邮件的

内容，可以自定义其内容</param>/// 

/// <returns>如果阻止退回，返回阻止退回的原因（字符串）

即可，否则返回空值（string.Empty）</returns> 

public static string AfterRollback2Starter(FM_FlowInstance fi, 

FM_ActivityInstance ai, ref string mailContent) 

 

3.4.2.6：节点属性定义 – 常规 

点击节点属性按钮，弹出节点属性对话框，选择“常规”页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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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序号 设定节点的序号（默认自动生成），不可重复，可用于审

批意见控制和节点参与人设置等 
2 名称 活动名称 
3 表单 与本活动关联的表单，默认与流程表单一致，也可设置

不同的表单来实现一个流程多个表单，表单与表单之间

如果有关联关系（A 表单的实体字段引用了 B 表单的实

体），那么会自动建立业务数据的引用。 
4 会审列 如果选择的表单关联的实体的字段类型是引用会审主表

实体，则这些字段会出现在此下拉框中，选中里面的某

列，即标志本活动为会审活动 
5 会审意见查看控制 如果勾上此复选框，则本会审活动的审批人可以查看本

活动其他审批人的审批结果，反之则不能。 
6 保存并生效 如果当前节点已发布过，则点击此按钮表示保存更改的

设置并且将更改的设置应用到最近一次发布过的节点

上；如果当前节点未发布过，则仅保存当前更改的设置。 
注：如果是新建的节点，需要点击工具条上的保存按钮

才会真正保存！ 
7 保存 保存当前更改的设置。 

注：如果是新建的节点，需要点击工具条上的保存按钮

才会真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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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7：节点属性定义 – 任务 

点击节点属性按钮，弹出节点属性对话框，选择“任务”页签，如下图：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主题 任务主题，此主题可以是动态的，即可以由表单数据构成，通过 2 来

选择表单数据，[WH]代表流程属性处设置的文号，参见流程属性。 
2 引用表单

数据 
引用表单数据来构成任务主题，如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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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表单关联的实体，其下级为其实体字段，如果字段类型为引用实体，

可以级联展开来引用 
2. 字段为引用实体，可以继续展开 

3 发送外部

邮件 
勾上即同时给任务处理人发送外部邮件 

4 发送短信 勾上即同时给任务处理人发送手机短信通知 
5 重要性 即任务的紧急程度，分为：重要，一般，较低三种 
6 任务时限 指示该任务应该在多少个小时（工作时间）内完成 
7 引用表单

数据 
与 2 类似，不过 7 是引用表单数据到 8 

8 外部邮件

内容 
当发送外部邮件时，此作为邮件的内容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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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8：节点属性定义 – 参与者 

点击节点属性按钮，弹出节点属性对话框，选择“参与者”页签，如下图： 

 
说明： 
i) 节点的参与者由 1 处设定结果合并，再用 2 处的设定来过滤获得最后的结果。 
ii) 直接上级，间接上级，下属，部门负责人可以是发起人的，也可以是上一节点的，

通过直接上级前面的下拉框来指定 
iii) 来自表单的职员，职位，组织机构可以是表单子表上的，也就是一个集合，可能会

是多个人 

3.4.2.9：节点属性定义 – 超时处理 

点击节点属性按钮，弹出节点属性对话框，选择“超时处理”页签，如下图。超时处理设定

任务发出后多长时间内未处理时系统采取的措施。 



开发手册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www.8crm.com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小时 设置任务发出多少小时 
2 附件条件 指定满足条件 
3 处理  不处理：即系统不自动采取任何措施 

 自动处理：即系统自动审批并结束该任务，使得流

程继续往下进行 
 转给别人处理：将此任务转发给 4 指定的用户处理 
 邮件短信催办：发送邮件短信给 5 指定的用户 

4 催办频率 设置催办频率，每间隔多少小时进行一次催办，设置 0
则仅催办一次。仅在选择催办处理时有效 

5 设定第二次超时处

理 
系统允许设置两次超时处理，此为第二次的设置 

3.4.2.10：节点属性定义 – 流转设置 

点击节点属性按钮，弹出节点属性对话框，选择“流转设置”页签，如下图。流转设置指定

节点在何种情形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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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按实际处理者比率结

束活动 
根据实际处理者占总处理者的比率来结束，可以指定比

率，默认为 100%，即所有人都要处理 
2 按实际处理者人数结

束活动 
设定多少人处理后此活动结束，默认为 1 人，即 1 个

处理人处理完了活动就结束 
3 启动后立即流转 任务等待处理，但是立即启动下个节点 
4 参与人和启动人相同 本活动参与人和活动启动人相同时跳过 
5 参与人和流程发起人

相同 
本活动参与人和流程发起人相同时跳过 

6 已参与过本流程 已处理了本流程的任务时跳过 
7 找不到处理人的处理 挂起：当前活动挂起，流程的监控者可以在流程监控功

能里指定用户来处理，使流程继续 
8 后续节点并发模式  全部并发：后续节点只要符合条件就启动； 

 多选并发：当前节点处理人选择多个后续节点来启

动； 
 禁止并发：当前节点处理人选择 1 个后续节点来启

动； 
9 后续节点参与人员  节点指定：参与人员由节点自身设置 

 本节点指定(从所有员工选择)：参与人员由当前节点

处理人从整个公司范围选择 
 本节点指定(从节点指定范围选择)：参与人员由当前

节点处理人从节点自身设置的人员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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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1：节点属性定义 – 操作 

点击节点属性按钮，弹出节点属性对话框，选择“操作”页签，如下图。操作是指表单审批

时可以执行的各种操作。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内置操作名称 可以修改默认的操作名称，比如“同意”改成“通过”等 
2 允许操作 勾选本节点的表单允许哪些操作 
3 显示保存按钮 勾选后表单上会有保存按钮，可以保存表单数据而不完

成审批任务 
4 显示抄送按钮 勾选后表单上会有抄送按钮，可以在审批的同时抄送给

指定的人员 
5 表单打印 可以设置表单打印的模板，此节点的参与者如果要打印

表单，自动按此模板打印 
6 允许撤回已处理的

任务 
设置是否允许撤回已处理的任务，勾选后只有流程的后

续活动没有被处理时才能撤回 
7 退回时退回到 当表单允许退回操作时，设置退回到哪个节点，默认是

退回到上一节点。注意：如果要退回到指定节点，该节

点的唯一标识不能为空！ 
8 自定义操作 设置表单上的自定义操作按钮，自定义操作的结果可以

用来作为活动流向的条件判断，详见线条属性定义 – 常
规 

3.4.2.12：节点属性定义 – 表单控件 

点击节点属性按钮，弹出节点属性对话框，选择“表单控件编辑”页签，如下图。设置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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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参与人打开表单时表单上的控件是否可编辑可查看。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刷新 表单上的控件发生变化时，务必点此刷新以同步数据。 
2 可见 设置是否控件在表单上显示 
3 允许编辑 设置是否控件可编辑，如果要保存控件数据，务必在 5

处勾上保存控件数据 
4 允许为空 设置表单控件是否必填 
5 保存此控件数据 设置是否保存控件上的数据 
6 子表列控制 如果要控制子表列的可见，可编辑，点此进行设置 

3.4.2.13：节点属性定义 – 审批意见 

点击节点属性按钮，弹出节点属性对话框，选择“审批意见”页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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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4：节点属性定义 – 抄送 

点击节点属性按钮，弹出节点属性对话框，选择“抄送”页签，如下图。抄送指发送任务的

同时发送消息给指定用户。使用说明参考节点属性定义 – 参与者 

3.4.2.15：节点属性定义 – 附件 

点击节点属性按钮，弹出节点属性对话框，选择“附件”页签，如下图。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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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 说明 
1 显示附件列表 如果表单支持附件，当本活动处理人打开表单时是否显

示附件列表 
2 允许查看/下载附件 如果表单支持附件，当本活动处理人打开表单时是否允

许查看/下载附件 
3 允许上传附件 如果表单支持附件，当本活动处理人打开表单时是否允

许上传附件 
4 允许删除附件 如果表单支持附件，当本活动处理人打开表单时是否允

许删除附件 
5 自动归档设置 对表单附件设置是否自动归档，分为不归档，流程完成

后归档，活动完成归档三类 

3.4.2.16：节点属性定义 – 事件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节点启动前事件 在节点启动前要执行的方法名，必须声明为 public，且

是实例方法。具体说明如下： 
/// <param name="fi">流程实例</param> 

        /// <param name="ai">当前活动实例</param> 

        public void BeforeStarting(FM_FlowInstance fi, 

FM_ActivityInstance ai) 

 
2 节点启动后事件 在节点启动后要执行的方法名，必须声明为 public，且

是实例方法。具体说明如下： 
/// <param name="fi">流程实例</param> 

        /// <param name="ai">当前活动实例</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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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AfterStarted(FM_FlowInstance fi, 

FM_ActivityInstance ai) 

3 撤回任务处理后 在任务处理被撤销后要执行的方法名，必须声明为

public，且是实例方法。具体说明如下： 
/// <param name="fi">流程实例</param> 

        /// <param name="ai">当前活动实例</param> 

        public void AfterRollback (FM_FlowInstance fi, 

FM_ActivityInstance ai) 

3.4.2.17：节点属性定义 – 自定义参与者 

当节点的参与者需要根据一定的业务规则来计算时，可通过自定义参与者界面来设定。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表达式 设置计算自定义参与者的表达式，未javascript语法，可

使用javascript的一切内置函数，语法块 
2 表达式语法指示 指示表达式语法是否正确 
3 数据引用 可将表单数据，职位，角色，组织机构，用户数据用于

表达式计算或作为表达式的返回值 
4 函数引用 可引用这些函数用于表达式计算，各函数说明如下： 

 是否下属机构：IsSubOrg(org1, org2)，用于判断机构

1 是否是机构 2 的下属机构 
 是否下属职位：IsSubPos(pos1, pos2)，用于判断职位 1



开发手册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www.8crm.com     
 

是否是职位 2的下属职位 
 机构负责人：GetOrgOwner(org)，根据机构 ID 获取机构

负责人 
 获取机构：GetOrgWithOrgType(orgId,orgType) 根据机

构 ID 和机构类型获取上级机构 ID 
 SQL 获取用户：GetThirdSysUser(connId,sql) 通过 SQL

语句获取指定数据库的用户，connId 是数据库连接 ID，0

表示本系统数据库，sql 里不能有小括号，小括号要用大

括号代替 

示例： 
如图中 1 所示的表达式解释如下： 

 

3.4.2.18：适配器节点属性定义 

适配器节点是与数据库进行交互或者 webservice 调用的工作流节点。选择适配器节点，双

击节点或点击节点属性按钮，弹出适配器节点属性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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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设置适配器节点的名称 
2 源数据库表 如果引用表单数据，将从该表读取数据 
3 数据库连接 选择定义好的第三方数据库的连接，非必选项  
4 连接到本系统 数据库连接到本系统所使用的数据库 
5 引用表单数据 点击此按钮可以在 SQL 中进行表单数据引用 
6 SQL 编辑 SQL 语句 
7 WebService URL 指定 WebService URL  
8 方法名 要调用的 WebService 方法名 
9 输入参数 调用方法的输入参数，参数值可引用表单数据 

10 调用模式 设置 WebService 调用结束模式 

3.4.2.19：线条属性定义 

点击线条属性按钮，弹出线条属性对话框，如下图。线条属性可以不设置，当需要指定线条

的执行条件时，才需在此设置。注：从同一个节点发出的线条，可以部分设置条件，部分不

设置，运行时会先计算设置条件的线条是否满足，满足则执行这些分支，不满足则执行无条

件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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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执行条件的名称，会显示在流程图的线条上 
2 退回路径 勾选表明这是个退回的路径，节点退回时不会执行这条

路径。如下图，路径 1 设为退回路径，则节点 3 退回时

只会退回到节点 2，不会退回到节点 4。

 

3 执行条件 在此设定条件表达式，可以是复杂的组合条件，计算数

据来源于表单或自定义操作 
4 插入表单数据或引

用函数 
在 3 处插入表单数据的引用或引用函数 

5 自定义操作 如果线条的起始节点定义了自定义操作，则下拉框里会

列出自定义操作，可以选择自定义操作作为条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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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端方法 也可以执行一个服务端方法来判断条件是否匹配 

需要执行的方法的名称，必须声明为 public，且是实例

方法，返回值为 bool。具体说明如下： 
/// <summary> 

        /// 执行流程启动前的代码 

        /// </summary> 

        /// <param name="flowInstance">流程实例</param> 

        /// <returns>true：条件成立；false：条件不成立</returns> 

        public bool Evaluation(FM_FlowInstance flowInstance) 

        { 

            //TODO:在此进行条件判断 

            return 结果;         

        } 

 

3.4.3：自动编号设置 

当新建类型为“自动编号实体”的实体时，会自动生成一条自动编号设置数据，在“自动编

号设置”功能里可修改自动编号规则，如下图：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保存 保存设置 
2 编码对象 自动编号实体名称，不可修改 
3 前缀 组成编码的前缀，点击进行配置，具体请参看

前后缀配置 
4 流水号位数 设置编号的中间段长度，中间段取当前编号，

不足长度以 0 补充，如当前编号为 200，编号

长度为 6，则中间段就是 000200 



开发手册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www.8crm.com     
 

5 当前流水号 当前使用到的流水号 
6 后缀 组成编码的后缀，点击进行配置，具体请参看

前后缀配置 
7 编号变化规则 有如图 7 类规则： 

 

3.4.3.1：前后缀设置 

点击自动编号设置中的前后缀编辑按钮，进入自动编号前后缀设置界面，如下图：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组成前后缀的项目，非表单

业务数据 
双击某项后在 5 光标处插入该项目 

2 组成前后缀的项目，表单业

务数据，根据实体定义而来 
双击某项后在 5 光标处插入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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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QL 取数 <GetDataFromSQL(0,'sql')>，数据来源于一段 sql
语句执行的结果，注意：sql 里不能有小括号，

小括号要用大括号代替。 

4 汉字首字母 获取汉字的首字母。示例：

<ToAlphabet(<GetDataFromSQL(0,'select Name 
from CRM_City where ID=##CityID##')>)> 
这个设置的意思是，根据城市 ID（##CityID##，
取自表单数据）获取城市的名称，然后再根据

名称取得名次的首字母。运行效果： 

 
5 前后缀 也可在此手工输入 

 6 效果预览 前后缀的实际效果预览 

3.4.4：集成设置 

集成设置用于和第三方系统的集成，通过后台检测第三方系统的数据库的相关表格和视图数

据的变化来同步业务数据和发起相应的审批流程。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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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 设置集成设置的名称 
2 流程 检测到有第三方数据库数据表/视图有新数据时要自动

启动的流程。 
3 数据库连接 选择和第三方系统数据库的连接 
4 用户字段名 指定流程启动时的用户代码所在表的字段名，此代码可

以用于登录系统，用来发起流程时查找系统的用户。所

以，第三方系统的用户应该和系统的用户一致，通过相

同的代码指定相同的用户 
5 表/视图 要监控的第三方系统数据库的表名或者视图名称。注：

此表/视图的字段必须在启动流程（图中 2 标志处）关联

的表单关联的实体对应的数据库表里具备，且字段类型

一致，字段名大小写可以忽略。例如：表有字段名为 Hours
的整形字段，那么流程关联的表单关联的实体对应的数

据库表也必须具有名为 Hours 的整形字段。 
6 监控字段 必须唯一，可以是整数或日期型，后台将监控此表/视图

字段。 
7 主键字段名 指定第三方数据库数据表/视图的主键值，仅在有子表数

据的时候需要 
8 当前值 比如监控的表或视图里已经有数据了，这里可以指定一

个值，从大于该值的数据开始发起流程。也可以不填，

不填表示所有数据都发起流程。 
9 子表映射 如果流程表单需要加载子表数据，则需要指定子表映射： 

 子表/视图：指定第三方数据库数据的子表/视图 
 子表外键：指定第三方数据库数据表/视图的外键字

段，通过此字段根据主表数据来查出子表数据 
 同步到实体：指定第三方数据库数据子表/视图要同

步到系统的哪个表 
 关联主表字段：指定同步到的实体里引用主表实体

的字段名 

3.4.5：自动启动流程设置 

如果需要定时或周期性启动某些流程，可通过此功能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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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设置的名称 
2 启动条件 输入服务端方法名，需返回 bool 值指示是否该

执行任务 
3 工作流 设置要启动的流程 
4 调度点 设定在什么时间点启动 
5 开始日期 此设置开始生效的日期，必填 
6 结束日期 此设置生效的截止日期，如不填，则无截止日

期 
7 所有用户 设置流程发起者为所有用户，即每个用户都发

起流程 
8 禁用 禁用此设置 
9 按角色或用户指定发起者 如果未设定所有用户发起，可通过角色和用户

来指定流程的发起人，如果设置为黑名单，则

表示排除此用户或拥有该角色的用户 

3.4.6：自动统计报表设置 

如果需要定时或周期性生成报表并将报表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指定的用户，可通过此功能进

行设置 
 



开发手册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www.8crm.com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设置的名称 
2 报表格式 设置生成的报表的格式，有 word，excel，pdf，

image 四种 
3 调度点 设定在什么时间点启动 
4 开始日期 此设置开始生效的日期，必填 
5 结束日期 此设置生效的截止日期，如不填，则无截止日

期 
6 邮件里附上报表 设置是否将生成的报表作为邮件的附件发送 
7 禁用 禁用此设置 
8 邮件主题 发送邮件时的主题 
9 邮件内容 发送邮件时的内容 

10 按角色或用户指定收件人 通过角色和用户来指定邮件收件人 
11 报表 选择要生成的报表，可以是多个报表 
12 附加条件 设置报表取数的附加条件，仅针对一览表有效 

3.4.7：自动数据导入设置 

如果需要定时或周期性从外部导入数据到系统，可通过此功能进行设置。支持的数据源有三

类： 
i) 文件（Excel 或文本文件） 
ii) 第三方数据库 
iii) 数据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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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名称 设置的名称，不能为空 
2 数据来源 选择数据来源 
3 文件类型 数据来源是来自文件时选择文件类型，如果选

择了文本文件，则必须选择分隔符 
4 文件位置 数据来源是来自文件时设置文件来自哪里 
5 FTP 地址 文件来自 FTP 时设置 FTP 地址，注意：该 FTP

地址下不能有不需要导入数据的文件 
6 FTP 登录 FTP 的登录账号密码 
7 文件路径 如果文件来自指定路径，这里设置文件路径，

注意：该路径下不能有不需要导入数据的文件 
8 数据连接 数据来源是来自第三方数据库时设置数据库连

接 
9 表或视图 设置从第三方数据库哪个表或视图里读取数据 

10 时间字段 设置表或视图里的时间字段名，该字段用于增

量模式下过滤最新的数据 
11 数据 URL 数据来源来自 URL 时指定 URL，注意：该 URL

返回的数据要求是 JSON 格式的字符串 
12 数据处理 同步前如果要对数据预处理，可在此输入处理

方法名，确保数据可以解析为 JSON 对象数组，

例如：[{“x”:”1”,”y”:”2”},{“x”:”3”,”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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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目的表 设置数据要导入到哪个表 
14 数据更新模式 设置全量或增量模式，可设置从哪个时间点导

入数据，仅对非 URL 数据来源有效 
15 调度点 设置数据导入执行时间 
16 同步后 数据同步后如果要执行业务规则，可以编写后

台业务，在此输入业务方法名 
17 唯一标识 勾选能唯一标识一行数据的列，可以选多个，

也可以不选。如果不选，所有数据做新增处理。

如果选了，则会和数据库已有数据进行比较，

标识列数据相同的，做更新处理而不是新增处

理。 
18 目标列 要导入到数据库表的列，不能修改，前面有*

的表示该列不能为空，一定要有数据导入 
19 数据来源 来自数据源：表示数据来自设定的数据源，此

时必须在“值”列里输入数据源的列，比如 excel
的列名。如果目标列是引用类型，比如职员，

而数据源列列名是“工号”，列数据是职员的工

号，那么可以设定为：工号@Number，Number
是系统职员表的工号字段名，这个设定的意思

是根据 excel 里的工号数据去系统的职员表里

按 Number 字段查找到 ID 值，然后将 ID 值填入

到要导入的数据表里 
根据值查找 ID：这个选项必选是对应的目标列

数据类型是引用类型才能选择，选择这个选项

后必选在“值”列里输入具体的值。导入时会

去引用的表里查找名称（字段名为 Name）为

该值的数据行的 ID 值，将该 ID 值导入到数据

库中。 
直接取值：选择这个选项后必选在“值”列里

输入值，比如图示中的“OnDate”，“值”列输

入了“2016-10-10”。那么导入时直接将

2016-10-10 这个值导入到数据库中。注意，如

果目标列数据类型是布尔型，则在这种方式下

值只能为 0 或 1 
不导入：选择这个选项表示不导入数据到该目

标列中。注意：只有允许为空的目标列才能选

择这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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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通用功能 

3.5.1：数据导入 

单表一览表可设置是否允许数据导入，如果勾选了数据导入，则一览表允许是工具条按钮上

会增加“导入”按钮，点击该按钮，显示如下数据导入界面： 

 
 
功能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选择 选择要导入的文件，可以是 excel 或文本文件，注意，文

件的第一行数据必须是列名 
2 分隔符 选择文本文件的数据分隔符 
3 上传文件 选择文件后需要点击此按钮将文件上传到服务器进行解

析 
4 导入模式 数据导入模式： 

 自动：如果设置了唯一标识，会根据唯一标识来判

断数据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则做更新处理，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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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新增处理； 
 仅新增：所有要导入的数据都做新增处理； 
 仅更新：根据设置的唯一标识来判断数据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则做更新处理，否则不做处理； 
5 去除空格 是否去除数据文件里的数据两边的空格 
6 保存设置 保存在下面表格里做的设置，比如选择数据来源，指定

值等，下次导入数据时自动使用这些设置 
7 唯一标识 勾选能唯一标识一行数据的列，可以选多个，也可以不

选。如果不选，所有数据做新增处理。如果选了，则会

和数据库已有数据进行比较，标识列数据相同的，做更

新处理而不是新增处理。 
 8 目标列 要导入到数据库表的列，不能修改，前面有*的表示该列

不能为空，一定要有数据导入 
9 数据来源 在上传文件前，下拉框是空的，必选先上传一个有效文

件，下拉框才有选项。下拉框选项由选择文件包含的列

①和 3 个固定选项②构成： 

 
可以直接在①处选择文件里的某列，也可以在②处选择

一个选项： 
根据值查找 ID：这个选项必选是对应的目标列数据类型

是引用类型才能选择，选择这个选项后必选在“值”列

里输入值。比如图示中的“所属机构”，它的数据类型为

引用类型，“值”列输入了“集团”。那么导入时就会去

组织机构这个表里根据查找名称为“集团”的数据行的

ID 值，将该 ID 值导入到数据库中。 
直接取值：选择这个选项后必选在“值”列里输入值，

比如图示中的“容纳人数”，“值”列输入了“60”。那么

导入时将 60 这个值导入到数据库中。注意，如果目标列

数据类型是布尔型，则在这种方式下值只能为 0 或 1 
不导入：选择这个选项表示不导入数据到该目标列中。

注意：只有允许为空的目标列才能选择这个选项。 
10 值 其用处见 7 的说明 
11 导入 执行导入 

第四章：二次开发指南 

所谓二次开发，即在平台的基础上开发功能模块。平台已经内置了开发所必须的基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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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通过这些工具即可迅速建立起设计好的功能模块。当然，业务功能各种各样，有的时候

甚至非常复杂，这就要求能够借助原始的开发工具如 VisualStudio 进行复杂业务功能的开发。

根据我们的统计，平台本身可以涵盖 85~100%的开发工作。极端情况下我们需要用

visualstudio 工具来完成 15%以内的开发工作。 
开发人员技能要求： 
I) 在平台上开发：不需要技术背景，对绝大部分日常使用计算机的人都可以完成； 
II) 在 VisualStudio 上开发：需要掌握以下列表的部分或者全部： 

1) HTML 技术 
2) Javascript 技术，最好有 jquery 使用经验 
3) C#语言及 Asp.net 技术 
4) SQL 技能 

4.1：建立工程 

4.1.1：打开 VS2017，新建 ASP.NET Web 应用程序，注意，.net 

framework 必须是 4.6.1 或以上。 

 
输入项目名称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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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添加组件引用 

 
添加 QF.BPMN.Web.dll 和 QF.Common.dll 组件引用。这两个组件位于安装目录的 bin 文件夹

内 

4.1.3：发布组件 

组件在编译后需要拷贝到平台安装目录的 bin 文件夹下，同时在平台的系统参数里配置好。

下图中的 DevDemo.Bzi.BziHandler 即为在平台上调用的业务方法所在类。该类必须声明为

public且继承自类 BaseBusinessRule，BaseBusinessRule位于组件 QF.BPMN.Web.dll 中，供平

台调用的方法必须声明为 public static。如果需要周期性执行任务处理，可以配置周期性

执行任务的类全名，该类必须实现 IPeriodRun 接口，该接口位于组件 QF.BPMN.Web.dll 中。

下图中的DevDemo.Bzi.PeriodRun即为周期性执行任务的类，该类实现接口 IPeriodRun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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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问与答 

一 系统设置 

1. 问：如何将站点访问地址的 Q5 部分去掉，直接通过服务

器名或 IP 地址访问系统 

答： 
i) 在命令行输入 inetmgr 回车，进入 IIS 管理器 
ii) 展开左边树节点，找到 Q5 应用程序节点，右键菜单，点击“删除”删除该节点 
iii) 选中“Default Web Site”节点，点击最右边“操作”下的“基本设置”，弹出设置对话框，

如下： 

 

点击物理路径选择按钮，选择站点安装路径，再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2. 问：如何开始系统初始化 

答：i) 系统初始化 –》 系统设置 
ii) 组织机构 --》 职位 –》 职员 –》 角色 –》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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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表单设置 

1. 问：如何在表单里支持下拉框控件 

答：新建实体，并设置为下拉选项实体（详见新建实体），在表单关联的实体里增加字段，

该字段类型设置为这个新建的实体，此时，该字段在表单里对应的控件即为下拉框控件。

下拉框控件的数据项在辅助资料管理页面维护（详见下拉选项实体） 

2. 问：如何在表单里支持下拉框联动 

答：举个例子，在表单里实现省份-》城市-》城区这样 3 个下拉框的联动，首先，建立 3 个

实体，这 3 个实体都设置为下拉选项实体，城市这个实体的上级实体设置为省份，城区这

个实体的上级实体设置为城市（详见新建实体）。然后在下拉选项管理页面（详见下拉选项）

设置各个实体的数据，注意城市和城区两个实体的数据要设置上级数据。最后在表单关联

的实体上增加 3 个字段，字段类型分别为这 3 个实体，表单上增加这 3 个字段（控件）就

可以了。 

3. 问：如何实现表单字段自动填充 

答：举个例子，比如表单里有个控件需要选择职员，在选择职员的同时显示该职员的职位

和所在组织机构名称。首先创建表单，如何在表单设置对话框里的主表页签增加两行数据，

修改标签名称分别为职位，部门，然后点击数据绑定到对应字段即可。以如下请假单为例： 

 
通过上移将增加的两行数据移动到请假人下面，点击确定按钮。此时表单上会生成 3 个控

件，分别为“请假人”，“职位”，“部门”，表单运行时如果填充了请假人，则另外两个控件

会自动填充请假人的职位和所属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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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如何在表单上获取外部数据源 

答：这里的外部数据源主要是指其他系统的数据库或者数据 URL/Web Service， 
a) 来自数据库的实现步骤如下： 
i) 建立其他系统数据库连接 

通过 数据库连接 功能来设置 
ii) 在表单上设置公式 

在主表或子表页签选择已有的列或新增自定义列，在“默认值或公式”栏位点击

“公式”按钮，弹出公式编辑对话框，点击 “SQL 取数“按钮，如下： 

 
说明： 
1. 取数函数的第一个参数为数据库连接 ID，即为通过 数据库连接 功能新建的连接

ID，可以在 数据库连接 列表查询到，如果为 0，表示连接到当前系统数据库； 
2.  取数函数的第二个参数为单引号括起来的 sql 语句，注意，sql 只能是查询语句，

即类似 select …，其他语句不会被执行以保证数据安全。如果 sql 语句需要用到小括

号，必须用大括号代替！ 

3. sql 可以用业务数据来拼装，双击○4 处的字段即可。 

b) 来自数据 URL/Web Service 的实现: 
在表单上设置公式 

在主表或子表页签选择已有的列或新增自定义列，在“默认值或公式”栏位点击

“公式”按钮，弹出公式编辑对话框，点击 “外部接口“按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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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接口 URL，可以双击○3 处的字段组装； 

2. 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是回调函数名，该回调函数必须在表单上定义，回调函数的第

一个参数是接口返回的值，第二个参数是本控件 ID。 

5. 问：如何在一个流程中支持多个表单 

答：一般来讲，同一个流程里的多个表单之间关联的实体具有引用关系，比如有 A，B，C
三个表单，它们关联的实体分别是 a，b，c 实体，则可能是 b 引用 a，c 引用 b。流程第一

个表单是 A，接下来是 B，最后是 C。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流程属性的关联表单里选择表单 A，
在活动关联的表单里分别设置好对应的表单就可以了。这样设置后，当流程跑到表单 B 时，

表单 B 的数据会自动和表单 A 关联上，同样 C 的数据会自动和表单 B 的数据关联上。 

6. 问：如何在表单主表上增加超链接到其他表单 

答：如果要实现如下图给客户加超链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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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该超链接则打开对应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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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设置： 

 
指定 0 则系统自动查找表单，指定具体表单 ID 则链接到指定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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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问：如何在表单子表上增加按钮查看其他表单 

答：如果要实现如下图给供应商加按钮查看供应商 

 

 
可以这样设置： 
先增加子表的自定义列，将该列移动到供应商列的下面，然后设置默认值为

“ViewChildRefData”，并勾上传递原值复选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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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点击 事件/属性 按钮，设置按钮点击后要打开的表单 ID，注意该 ID 不能为 0！ 

 
即可！ 

8. 问：如何将子表某列合计数据同步到主表指定控件上 

答：如要实现如下图效果，自动将子表金额合计数据同步到主表总金额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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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设置 

 
注意：子表的金额字段必须勾上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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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问：如何将主表上面某个字段选择数据后将其明细数据加

载到表单的子表上来 

例如，新建销售订单时选择销售报价单，如何将报价单的明显加载到销售订单明细上来 
 
答：i） 首先在表单设置的主表页签找到子表控件所在行，设置数据绑定和过滤条件 

 
ii）在子表页签，通过数据绑定的映射按钮，设定销售订单明细和销售报价单明细的一

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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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即可。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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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问：如何在表单新增数据时自动填充表单子表的数据 

例如，新建生产工序跟踪表时自动将系统已有工序加载到子表上来 
 
答：i） 首先在表单设置的主表页签找到子表控件所在行，设置默认值和过滤条件 

 

ii）在子表页签，通过数据绑定的映射按钮，设定子表工序编号和工序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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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即可。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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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加载时自动将工序加载到子表里。 

11. 问：如何根据表单数据对表单上弹出数据选择对话框的数

据过滤 

答：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视具体情况而定 
i) 主表控件数据过滤，且是单条件过滤情形。例如销售订单，选择客户后，再选联系

人，则需要根据选择的客户来筛选联系人，可按如下图设置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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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主表控件数据过滤，且是组合过滤情形，这时可以通过引用数据过滤来设置，类似

上面的例子，再加一个条件：联系人还必须是主联系人，则可以如下设置： 

 

当然也可以直接引用多个表单控件数据，用##...##的格式即可。 
iii) 子表控件数据过滤，子表控件数据过滤如果是用主表控件来过滤，则方法和上面的

完全一样，如果子表控件需要用到所在行的其他子表控件来过滤，则引用时再多加

个中括号括起来即可，格式为##[…]## 

 

iv) 更复杂的情形，比如需要按条件判断，不同的情形用不同的数据过滤条件，则可以

用 JavaScript 代码来实现数据过滤，脚本写在“脚本”页签里，如下 



开发手册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www.8crm.com     
 

 
附带解释下脚本里##e##的意思，e 表示职员表(HR_Employee)的别名，定义在方法

customInner4Auto()里，该方法实际上是拼接查询数据的 SQL 的 join 部分，因为有时候

光主表过滤不够，还要用到关联表过滤数据，就可以通过该方法来指定。

(CRM_Customer0.Creator=@@EmpID@@ or ##e## )这句话的意思是客户的创建人等于

当前职员（@@EmpID@@代表当前职员）或者客户的创建人属于当前职员的数据权限

范围内（##e##代表当前职员可查看的组织架构权限范围）。 
然后通过属性应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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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问：如何在一个控件（字段）内上传不限数量的附件或者

图片 

答：i）新建实体字段时指定字段类型为字符串，字段长度至少为 200，长度越大，可

上传的附件或图片越多。 

 

ii）生成表单，在表单设置对话框指定控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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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如下： 
PC 端： 

 

手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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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手机端暂不支持附件 
iii）对应一览表如果要显示这两个字段，可设置如下 

 

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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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问：如何在表单上支持图文 

答：i）新建实体字段时指定字段类型为字符串或大文本类型，建议设为大文本类型。 

 
ii）生成表单，在表单设置对话框指定控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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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如下：  

 

14. 问：如何在表单上实现一个控件可多选数据 

答：比如客户表单上面有业务员字段，业务员可以多个，如下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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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步骤如下： 
i) 定义 2 个实体，客户实体和业务员实体，业务员实体只有 2 个字段： 

 
ii) 在表单设置对话框中按下图设置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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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即可！ 

15. 问：如何将下拉框显示为单选框列表 

答：例如下图 1 的优先级要改成图 2 的效果，如何设置呢？ 

 

图 1 

 
图 2 
 
只需一步，见下图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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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问：如何在表单上实现下拉框多选控件 

答：首先该控件对应的实体列必须是字符串类型，且字段长度要设置适中，字

段存储的值就是多选的结果。 
其次，在表单设置对话框中选中该控件，点击“事件/属性”按钮，弹出对话框

中设置“下拉框多选”属性，值即为下拉框选项来源的实体的 ID 值。如下图： 

 

运行效果： 
PC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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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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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问：如何在表单上实现既可以输入也可以通过下拉框来选

择输入 

答：首先该控件对应的实体列必须是字符串类型。 
其次，在表单设置对话框中选中该控件，点击“事件/属性”按钮，弹出对话框

中设置“下拉框辅助输入”属性，值即为下拉框选项来源的实体的 ID 值。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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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 
PC 端： 

 
手机端：（需双击输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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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问：如何在表单主表上生成“超链接”按钮 

答：首先在表单设置“主表”页签中增加自定义列，在“标签”栏中输入要显示在

超链接按钮上的内容，在“默认值或公式”栏中输入点击超链接按钮时执行的函

数名，在“记录修改历史”栏中勾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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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击超链接按钮时执行的函数要在“脚本”页签中定义好，不然会报错！ 
运行效果： 

 

19. 问：如何在表单子表上增加按钮列 

答：首先在表单设置“子表”页签中增加自定义列，在“标签”栏中输入要显示在

按钮上的内容，在“默认值或公式”栏中输入点击超链接按钮时执行的函数名，

在“传递原值”栏中勾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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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击按钮时执行的函数要在“脚本”页签中定义好，不然会报错！ 
运行效果： 

 

20. 问：如何给图片和多行文本修改外观 

答：打开表单设置对话框，选中图片列，点击“事件/属性”按钮，在“外观行为/附加

属 性 ” 那 指 定 ， 例 如 ： src=../images/NoPhoto.png,style=border-radius: 
50px;height:100px;width:100px。 这里默认指定一个图片，然后设置图片大小和圆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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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同样，要给多行文本控件增加属性，也是如此，例如：height=200px，指定多行文

本控件的高度为 200 像素。效果如下红框框处： 

 
选择数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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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问：如何给多行框设置默认多行文本 

答：打开表单设置多行框，选中要设置的多行框控件，在“默认值或公式”栏输入文本，

以@~H!&分割多行文本。例如：1.检查数据完整性；@~H!&2.检查数据合理性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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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效果： 

 

22. 问：如何在表单上设置分组 

答：打开表单设置”主表“页签，选中要开始分组的控件，点击”事件/属性“按钮，在弹

出对话框中设置区域条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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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应用并预览，效果如下： 

 

手机端表单同样操作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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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问：如何自定义表单打印 

答：依据具体要求，可以有两种方式，分别是通过简单报表和高级报表来实现。下面

介绍的是高级报表实现的步骤。 
首先进入“报表管理”功能，按打印要求设计高级报表，注意，此类报表有且只能有一个

整数型参数，且参数名称必须为@p： 

 

再进入“表单设计”功能，找到表单，点击“设置”，在“其他”页签选择该报表： 

 
OK。现在进入和该表单相关的一览表时，会出现一个“打印“按钮： 

 
点击该打印按钮，即可调出设计好的报表进行打印了。 
打开表单，点击表单上的打印按钮，也可以调出设计好的报表进行打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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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将数据导出到 word，excel，pdf 等 

24. 问：如何实现单据审核 

答：定义单据实体时需加上内置的单据状态类型的字段，如下图： 

 

上图中备注栏的” AfterOrderBillApproved”的字符串表示如果需要在审核或反审核时增

加业务逻辑处理，则填上业务逻辑处理代码的方法名，该方法名必须是 public 的实例

方法，返回非空字符串时会抛出异常，异常信息即该字符串内容。如下示例： 
/// <summary> 

        /// 销售发票单据状态更改，改成0（撤销审批通过）或者1（审批通过），更新合同开

票额 

        /// </summary> 

        /// <param name="objContext"></param> 

        /// <param name="bizId"></param> 

        /// <param name="state"></param> 

        /// <returns></returns> 

        public string AfterInvoiceBillApproved(Entities objContext, int bizId, int 

state) 

        { 

            if (state == 1) 

            { 

                var err = AfterSaveInvoiceBill(objContext, false, bizId, null); 

                if (err != null) return err; 

            } 

            objContext.ExecuteStoreCommand(string.Format(@" 

update CRM_Contrac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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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iceAmount=ISNULL(CRM_Contract.InvoiceAmount,0){0}rb.TotalAmount 

from CRM_Contract 

inner join CRM_Invoice rb on CRM_Contract.ID=rb.ContractID 

where rb.ID=@id", state == 1 ? "+" : "-"), DBFactory.Factory.CreateParameter("id", 

bizId)); 

            return null; 

        } 

这样，无论单据是否走工作流审批还是直接审批，都会更改单据状态，如果设置了业

务方法，也都会执行业务方法。 

25. 问：如何在表单中增加菜单调用存储过程 

答：第一步：增加菜单，如下图： 

 
第二步：在方法里调用存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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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问：如何在表单上显示用户签名图片 

答： 
1.在系统参数启用用户签名 

 
2.在用户管理那给用户配置签名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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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义实体，表单上要显示用户签名的字段，字段类型设置为职员 

 

4.设计表单和字段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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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以上设置同样适用于手机表单 
实际效果： 

 

27. 问：如何设置表单上的子表数据来源于存储过程且不保存

数据 

答：i)在数据库里编写好存储过程，存储过程只有一个参数，参数值为表单主表任意字

段的值，可以在表单属性上设置具体是哪个字段，示例存储过程如下： 
Create PROCEDURE [dbo].[kfsp_DataDemo] 

 @mainId int 



开发手册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www.8crm.com     
 

AS 

BEGIN 

 SET NOCOUNT ON; 

 

 SELECT Name,MainMail,IsMain,Mobile,CustomerID MID from CRM_Contactor where 

CustomerID=@mainId 

END 

ii)新建实体，实体里除主键字段外，其他字段必须和存储过程返回的数据集字段完全一

致，并且实体要勾选“仅定义元数据”选项。示例如下： 

 

iii)生成表单，并指定子表属性，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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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运行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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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问：如何设置表单上的子表数据来源于存储过程且保存数

据 

答：i)在数据库里编写好存储过程，存储过程只有一个参数，参数值为表单主表任意字

段的值，可以在表单属性上设置具体是哪个字段，示例存储过程如下： 
Create PROCEDURE [dbo].[kfsp_DataDemo] 

 @mainId int 

AS 

BEGIN 

 SET NOCOUNT ON; 

 

 SELECT Name,MainMail,IsMain,Mobile,CustomerID MID from CRM_Contactor where 

CustomerID=@mainId 

END 

ii)新建实体，实体里除主键字段外，其他字段必须和存储过程返回的数据集字段完全一

致，并且实体不要勾选“仅定义元数据”选项。示例如下： 

 

iii)生成表单，并指定子表属性，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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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运行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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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问：表单如何展现一览表的数据 

答：首先通过表单设置或修改表单对话框增加自定义控件，然后在表单设置对话框里

选中该控件，点击“事件属性”按钮，设置要显示的一览表 ID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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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对一览表数据进行过滤，可以在“应用数据过滤”栏设置，例如： 

 
@@EmpID@@表示当前登录用户对应职员 ID，也可以引用表单数据。 
运行效果： 

 

三 一览表设置 

1. 问：如何在一览表中展现数据库视图的数据 

答：在实体定义界面，点击工具条 “生成”按钮，弹出如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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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视图所在数据库，可以不是本系统数据库； 
2. 必须勾选“仅生成元数据”复选框 
3. 选择需要展现数据的视图 
4. 点击确定 
这时会产生一个新的实体： 

 

双击打开实体修改实体名和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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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后，新建一览表时选择该实体和实体列即可！ 

2. 问：如何在一览表中展现存储过程返回的数据 

答：存储过程分为有参数存储过程和无参数存储过程 
i) 有参数存储过程：又分为参数是基础数据类型的和引用数据类型的 
 参数是基础数据类型：即参数是数字型，字符串型，布尔型或日期型： 

在实体定义界面，点击工具条 “生成”按钮，弹出如下页面： 



开发手册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www.8crm.com     
 

 
1. 选择存储过程所在数据库，可以不是本系统数据库； 
2. 必须勾选“仅生成元数据”复选框 
3. 选择需要展现数据的存储过程 
4. 点击确定 
这时会产生一个新的实体： 

 
双击打开实体修改实体名和列名称，也可以设定参数默认值，如果所有参数都设定了

默认值，则会自动查询数据 



开发手册  深圳市思泉软件有限公司  

www.8crm.com     
 

 

保存后，新建一览表时选择该实体，不要勾选实体列，只能增加自定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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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按钮保存即可，运行效果： 

 
 参数是引用数据类型（但在存储过程里是 int 型）：即参数通过选择按钮或下拉框

来选择，比如选择某个部门作为参数： 
这种情况下需要自定义过滤条件 html 和自定义脚本 
先新建单表一览表，设定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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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自定义列 

 
配置 HTML 和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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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示例： 

<div> 
    日期 从：<input id="bd" style="width:100px" type="text"/> 
    到：<input id="ed" style="width:100px" type="text" /> 
    业 务 员 ： <input type="text" id="emp" style="width:100px" 

class="k-textbox" readonly="readonly" onkeydown="removeVal(this, event)" 
/><button class="k-button" type="button" onclick="chooseHR(1)">...</button> 

    部门：<input type="text" id="dept" style="width:100px" class="k-textbox" 
readonly="readonly" onkeydown="removeVal(this, event)" /><button 
class="k-button" type="button" onclick="chooseHR(2)">...</button> 

    城市：<select id="city" style="width:100px"></select> 
    行业：<select id="biztype" style="width:180px"></select> 
    分析对象：<select id="obj" style="width:100px"> 
                <option value="1" selected="selected">客户</option> 
                <option value="2">业务员</option> 
                <option value="3">部门</option> 
                <option value="4">城市</option> 
                <option value="5">行业</option> 
            </select> 

</div> 

脚本示例： 
function customCondition() { 
    if ($('#city option').length == 0) { 
        var d = new Date(); 
        $('#bd').kendoDatePicker({ 
            format: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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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d.getFullYear()+'-01-01' 
        }); 
        $('#ed').kendoDatePicker({ 
            format: "yyyy-MM-dd", 
            value: Date2Str(d,true) 
        }); 
        $("#city").kendoComboBox( 
        { 
            dataTextField: "Name", 
            dataValueField: "ID", 
            dataSource: { 
                transport: { 
                    read: { 
                        dataType: "json", 
                        url: 

"DataAccess.ashx?action=getddldata&tn=CRM_City&addempty=1" 
                    } 
                } 
            } 
        }); 
        $("#obj").kendoDropDownList(); 
        $("#biztype").kendoDropDownList( 
        { 
            dataTextField: "Name", 
            dataValueField: "ID", 
            dataSource: { 
                transport: { 
                    read: { 
                        dataType: "json", 
                        url: 

"DataAccess.ashx?action=getddldata&tn=CRM_CustomBiz&addempty=1" 
                    } 
                } 
            } 
        }); 
    } 
    var city = $("#city").val(); if (!city) city = 0; 
    var biztype = $("#biztype").val(); if (!biztype) biztype = 0; 
    var emp = $("#emp").attr('idvalue'); if (!emp) emp = 0; 
    var dept = $("#dept").attr('idvalue'); if (!dept) dept = 0; 
    wholeCondition = kendo.format("'{0}','{1}',{2},{3},{4},{5},{6}", 

$("#bd").val(), $("#ed").val(), emp, dept, city, biztype, $("#obj").val()); 
    return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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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chooseHR(type) { 
    var p = parent; 
    var ah = $(p).height() - 180; 
    if (ah > 600) ah = 600; 
    var url = 'Dialog/TreeDataDlg.aspx?type=' + type; 
    window.ChooseType = type; 
    p.showWindow('选择', url, 600, ah, window, true); 
} 
function afterTreeDataSelected(returnVal) { 
    var orgN = $(window.ChooseType == 2 ? '#dept' : '#emp'); 
    orgN.attr('idvalue', returnVal[0].ID); 
    orgN.val(returnVal[0].Name); 
} 
function removeVal(txt, e) { 
    if (e.keyCode == 46) { 
        txt.value = ''; 
        txt.setAttribute('idvalue', '0'); 
    } 

} 

保存一览表，运行效果如下： 

 
ii) 无参数存储过程 

先新建单表一览表，设定数据源 

 
增加自定义列，数据实体可随便选择，但选择的实体必须不是“仅定义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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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体 

 
保存一览表，运行效果如下： 

 

3. 问：如何在一览表中展现通过 C#代码获取的数据 

答：首先代码必须实现 QF.BPMN.Web.Contract.IListDataSource 接口，该接口需引用系

统组件：QF.BPMN.Web.dll。 
其次，新建单表一览表，指定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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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自定义列： 

 
如果需要过滤，配置 HTML 和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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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自定义构建的查询条件里不能有小括号，如果有小括号，要替换成其他的，然后在

服务端再替换回来 
保存一览表，运行效果如下： 

 

4. 问：如何在一览表中使用参数 

答：可以在一览表定义中的“关联表”或“固定过滤条件”中使用参数，参数类型支持整数，小

数，日期，布尔值，字符串 5 种，5 种参数的参数类型根据参数的第一个字母来决定，如下： 
i 开头表示整数；f 开头表示小数；d 开头表示日期；b 开头表示布尔值；其他的则表示字符

串。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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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示例中关联表中用到了子查询，子查询里用到了参数，i 开头表示该参数是整数型的。 
运行该一览表时必须指定参数值，可以通过重载 customCondition 方法来指定，指定方式为

@p1=v1@p2=v2@p3=v3...其中 p1 为参数名，v1 为参数值，具体到上面的示例，应该是类似

@i1=1 这样的。 

5. 问：如何设置一览表列数据展现格式 

答：设置列的模板函数，如下图： 

 

示例 1：点击列数据打开发送邮件界面，可在“脚本”页签设置如下脚本： 
function sendEmail(dataItem, colIndex) { 

    var v = getColValue(dataItem, colIndex); 

    return v ? kendo.format('<a href="javascript:void(0)" 

onclick="mailto(\'{0}\',\'{1}\',{2})">{0}</a>', v, dataItem.V2, dataItem.ID) : ''; 

} 

然后在列模板函数里设置“sendEmail”即可。 
示例 2：点击列数据打开引用数据的编辑界面，可在“脚本”页签设置如下脚本： 
function editCustomer(dataItem, colIndex) { 

    return dataItem.V1 ? kendo.format('<a href="javascript:void(0)" 

onclick="viewCustomer({0})">{1}</a>', dataItem.V1, getColValue(dataItem, colIndex)) : 

''; 

} 

function viewCustomer(id) { 

    var url = 

'FormDesign/BaseInfoForm.aspx?html=1&formId=250001&listid=252014&rm=252014&bizId=' 

+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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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Form(url); 

} 

然后在列模板函数里设置“editCustomer”即可。 
示例 3：列数据展现为进度条，可在“脚本”页签设置如下脚本： 
function showProgress(data, colIndex) { 

    return kendo.format('<div pbv="{0}" ed="{1}"></div>', data.V5, data.V3); 

} 

 

function afterBound() { 

    $("div[pbv]").each(function (index) { 

        var obj = $(this); 

        var v = obj.attr('pbv'); 

        var pb = obj.kendoProgressBar({ 

            type: "percent", 

            animation: { 

                duration: 600 

            } 

        }).data("kendoProgressBar"); 

        pb.value(v); 

        var ed = obj.attr('ed'); 

        if (ed) { 

            var color = '#07daf5'; 

            if (v == '100') color = 'green'; 

            else if (new Date(ed) < new Date()) { 

                color = 'red'; 

            } 

            if (color) { 

                pb.progressWrapper.css({ 

                    "background-color": color, 

                    "border-color": color 

                }); 

            } 

        } 

    }); 

} 

然后在列模板函数里设置“showProgress”即可。 

6. 问：如何在一览表中增加菜单调用存储过程 

答：第一步：增加菜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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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方法里调用存储过程。 

 

四 流程设置 

1. 问：如何设置自由流程 

答：3 个步骤。首先在流程表单设置对话框的“其他”页签，选择转交模式为：“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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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从所有员工选择）” 

 

然后，在流程设计中绘制 3 个节点：1 个开始节点，1 个审批节点，1 个结束节点： 

 
最后，双击审批节点，在“操作”页签中勾选“同意”，“同意并转发”操作，其他操

作可以视情况勾选，就可以了。实际流转时点击同意即结束流程，点击同意并转发即

审批后选择下一个审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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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手机应用 

1. 问：如何在微信企业号中集成 

答：管理员登陆微信企业号后按如下步骤： 
1) 点击应用中心，然后点击添加应用，在应用类型页面选择“主页型应用” 
2) 创建应用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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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go 上传应用的 logo 

2 应用名称 输入应用名称，比如：OA 平台 

3 功能介绍 简单介绍下功能 

4 主页 URL https://open.weixin.qq.com/connect/oauth2/authorize?appid=wx1282
c37aax3bcf40&redirect_uri=http%3A//8crm.cn/mobile/login.aspx&res
ponse_type=code&scope=SCOPE&state=1#wechat_redirect 
注： 
i) wx1282c37aax3bcf40 是企业号 CorpID，要相应的更改为自

己的企业号 CorpID，点击企业号的“设置”菜单，在企业号信

息页签里可以找到 CorpID 

 
ii) 如果站点是 https 协议，则此处 http 要改为 https 
iii) 8crm.cn 要相应的改为实际站点的域名 

5 应用可见范围 选择公司哪些部门员工可以使用该应用，一般是整个公司 

点击提交按钮，完成创建应用。 
3) 在应用中心点击刚刚创建的应用，设置可信域名 

 

此处按说明修改为站点的实际域名 
4) 以 admin 账号登陆站点，点击“系统设置” -> “系统参数“ -> ”微信企业号“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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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 说明 

1 企业 ID 即微信企业号的 CoprID，查找方法见上面设置应用主页 URL 的说明 

2 Secret 在微信企业号中，点击“设置“ -> ”权限管理“ –> 选择应用所在管

理者即可找到 Secret。 

 

3 应用 ID 在微信企业号中，点击“应用中心“ -> 创建的应用名称即可找到

应用 ID。 

 
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集成！ 

2. 问：如何在阿里钉钉中集成 

答：管理员登陆阿里钉钉后按如下步骤： 
1) 点击企业应用->应用管理，然后点击自建应用 
2) 创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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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Logo 上传应用的 logo 

2 应用名称 输入应用名称，比如：OA 平台 

3 功能介绍 简单介绍下功能 

4 首页地址 http://8crm.com/mobile/login.aspx?apptype=2 
注： 
i) 如果站点是 https 协议，则此处 http 要改为 https 
ii) 8crm.com 要相应的改为实际站点的域名 

5 可见范围 选择公司哪些部门员工可以使用该应用，一般是整个公司 

点击提交按钮，完成创建应用。 
3) 以 admin 账号登陆站点，点击“系统设置” -> “系统参数“ -> ”阿里钉钉“ 

 

说明： 

序号 功能 说明 

1 企业 ID 即 CoprID。点击企业应用，出现的页面中可以找到该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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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cret 见上图中的 CorpSecret 

3 应用 ID 点击 “企业应用” -> “应用管理“，点击创建的应用的”设置“找到

AgentID 即应用 ID。 

 

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集成！ 

六 其他 

1. 问：如何将业务数据以时间轴的方式展现 

答：可以在一览表或表单中增加菜单来实现，下面以一览表为例来说明，PC 表单或手机表

单实现过程完全一样。 
应用场景，在客户一览表中以时间轴的方式展现某个客户的跟进过程，实现步骤如下： 
i) 打开客户一览表设计对话框，选择“菜单”页签，添加一个菜单“时间轴”，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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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名称可以随意指定，但方法名必须是“timeDataTrack” 

ii) 选择“脚本”页签，在脚本的最后添加如下脚本 
function timeDataTrackObj() { 

    return { "Title": "客户跟进时间轴", "SQL": "select F1 Subject, F2 

ViceSubject, F3 Date from Table where F4=@id order by F3" }; 

} 

如下图所示 

 
这里要注意两点：1.Title 冒号后面的部分是时间轴页面标题，根据实际情况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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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QL 冒号后面的部分是时间轴数据取数 SQL，必须是 select 语句，其他语句无效，

且 select 的字段必须为 3 个且需要分别 as 成 Subject，ViceSubject，Date，其意义见

下面的效果图说明，可用@id 参数代表一览表选中的数据 ID 或表单里的数据主键 ID
来过滤数据。 

iii) 运行效果： 
PC 端 

 

手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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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如何实现批量打印 

答：创建高级报表，在报表的主数据源里，设置 SQL 语句和参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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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参数接收传递过来的多张单据的 ID 
其次，在单表一览表设计对话框里，勾选“允许多选”复选框 

 
在菜单页签，增加自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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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脚本页签，增加如下脚本： 
function c_Print(list, id, data) { 
    var ids = GetSelectIDs(); 
    if (ids.length > 0) { 
        OpenReportViewer('800002', ids.jo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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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 
运行一览表时，选中要打印的单据，点击“批量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多张单据。 
注意：默认每张单据是连续打印的，即不会按单据分页，如果需要按单据分页打印，则需设

置报表数据区组件的“在前插入新列”属性为“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