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云 AnyTeamIn 协同云办公平台

用户使用手册
（管理员用户版）

福州腾硕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08 月 15 日

AnyTeamIn 用户使用手册（管理员用户版）

目录
第一章 基本设置................................................................................................................... 1
1.1 基础权限模型说明 ................................................................................................... 1
1.1.1 管理通道（资源配置页面）默认权限说明 ............................................... 1
1.1.2 文档默认权限控制说明 ............................................................................... 1
1.2 企业组织架构设置（配置管理员） ....................................................................... 1
1.2.1 直接导入账号 ............................................................................................... 2
1.2.2 通过管理通道进行设置 ............................................................................... 3
1.3 企业信息设置（配置管理员） ............................................................................... 4
第二章 用户管理................................................................................................................... 5
2.1 用户管理概述 ........................................................................................................... 5
2.2 组织机构配置项说明 ............................................................................................... 6
2.3 系统用户配置项说明 ............................................................................................... 7
2.4 系统群组配置项说明 ............................................................................................... 7
2.5 系统角色配置项说明 ............................................................................................... 8
第三章 应用管理................................................................................................................... 8
3.1 应用配置项说明 ....................................................................................................... 8
3.1.1 应用基本配置项说明 ................................................................................... 9
3.1.2 “已保存文档操作”常用配置说明 ......................................................... 11
3.1.3 “未保存文档操作”常用配置说明 ......................................................... 11
3.1.4 “文档内容标签”常用配置说明 ............................................................. 12
3.1.5 其它标签页配置说明 ................................................................................. 12
3.2 表单管理................................................................................................................. 13
3.2.1 表单属性配置说明 ..................................................................................... 13
3.2.2 字段属性配置说明 ..................................................................................... 14
3.2.3 字段组属性配置说明 ................................................................................. 17
3.2.4 表单配置快捷键 ......................................................................................... 18
3.3 流程管理................................................................................................................. 18
3.3.1 流程属性配置说明 ..................................................................................... 19
3.3.2 流程环节配置说明 ..................................................................................... 19
3.3.3 流程配置快捷键 ......................................................................................... 20
3.4 视图管理................................................................................................................. 21
3.4.1 基本配置项说明 ......................................................................................... 21
3.4.2 数据（搜索）配置说明 ............................................................................. 23
3.4.3 检索条件配置说明 ..................................................................................... 24
3.4.4 视图操作配置说明 ..................................................................................... 25
3.4.5 常用视图查询和检索条件的设定参考 ..................................................... 25
第四章 功能函数管理 ......................................................................................................... 26
4.1 表达式配置规则 ..................................................................................................... 27
4.1.1 表达式中的变量（Variable） ................................................................. 27
4.1.2 表达式中的常数类型 ................................................................................. 28
4.1.3 操作符（运算符） ..................................................................................... 28
4.2 表达式构造器 ......................................................................................................... 29
I

AnyTeamIn 用户使用手册（管理员用户版）

第五章 经典实例................................................................................................................. 30
5.1 隐藏/显示字段组示例 ........................................................................................... 30
5.1.1 功能需求 ..................................................................................................... 30
5.1.2 实现步骤 ..................................................................................................... 30
5.1.3 效果展示 ..................................................................................................... 31
5.2 关联字段的取值/赋值及详细信息显示 ............................................................... 32
5.2.1 功能需求 ..................................................................................................... 32
5.2.2 实现步骤 ..................................................................................................... 32
5.2.3 效果展示 ..................................................................................................... 33
第六章 常见问题答疑 ......................................................................................................... 34
6.1 如何同时选择多个数据 ......................................................................................... 34
6.2 如何联动修改表单字字段值 ................................................................................. 34
6.3 如何在流程环节转换时自动设置字段值事件 ..................................................... 35
6.4 如何在操作执行后（如发布后）广播（发送所有人可看的通知）消息 ......... 36
附录......................................................................................................................................... 37
名词解释......................................................................................................................... 37

II

AnyTeamIn 用户使用手册（管理员用户版）

第一章 基本设置
1.1 基础权限模型说明
系统默认第一个注册单位的用户自动具有配置管理员权限，配置管理员可以
给其它用户授予配置权限（即在用户配置时添加所属角色，详见 2.3 系统用户配
置说明）。
1.1.1 管理通道（资源配置页面）默认权限说明
超级管理员和配置管理员对管理通道所有页面、配置信息都具有查看、增加、
删除、修改的权限(个别资源或系统后端做了特定约束的可能只有超级管理员才
具有权限)。也可以针对某一类资源或某一个资源将特定的角色和操作权限进行
绑定。


对管理通道下的资源(也叫配置，如用户、应用程序等)的查看、增加、
删除、修改等权限统称管理权限)；



配置管理员对配置资源具有所有有效的权限。

1.1.2 文档默认权限控制说明
超级管理员和文档管理员对任何文档都具有查看、新建、删除、修改的权限，
其余权限控制规则如下：
级别

说明
作者、流程参与者默认直接可以查看；若绑定额外的可查看角色，则具有这些角色

查看

的用户也可以查看。

新建

默认所有登录用户都可以新建；若绑定额外的可新建角色，则只有超级管理员、文

（新增、发起）

档管理员和具有这些角色的用户才可以新建。
默认只有超级管理员、文档管理员和作者可以删除；若绑定额外的可删除角色，则

删除

具有这些角色的用户也可以删除。

修改

默认只有超级管理员、文档管理员、作者和文档的当前环节审批人可以修改(如果文

（更新保存）

档有流程)，若绑定了额外的可修改角色，则具有这些角色的用户也可以修改。
通常是指登录用户能否看到(使用)某一个资源，比如可以指定哪个角色可以看到(使

使用

用)某个应用程序、某个视图或某个菜单项等。超级管理员具有所有使用权限，(默
认情况下)若不配置使用权限则所有登录用户都具有使用权限。

1.2 企业组织架构设置（配置管理员）
配置管理员有添加部门组织和使用用户（本系统所有版本不限用户数量）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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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可通过直接导入账号和通过管理员通道两种方法进行设置，为节省您的工
作量，一般推荐使用通过 Excel 文件导入账号。
1.2.1 直接导入账号
新注册用户登工作台时，系统会有“导入账号”提示对话框，或通过【管理
通道】--【导入账号】进入导入账号页面。

方法一：通过 Excel 文件导入账号。

根据需要下载模板文件并录入相应内容，选择填好的文件并导入。导入账号
时注意：
1）登录名必需是有效的电子邮箱或手机号；
2）输入成员所属的部门，如有多层用反斜杠分隔，如果不输入则所有人员
直属于单位。
方法二：直接输入账号信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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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导入账号后，可在管理通道的用户处看到新增加的用户及角色。默认导
入用户的密码为 12345678，个人用户登录后可修改密码。
1.2.2 通过管理通道进行设置
点击工作台头部标题栏右侧

【管理通道】按钮。

方法一：点击【新增部门】或【新增用户】，添加部门及部门内部人员。

方法二：点击【用户】
，添加部门及部门内部人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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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图标

，表示在当前机构（部门或公司）增加新用户；

2) 点击图标

，表示在当前机构的基础上增加子机构（部门或公司）；

3) 点击图标 ，表示对当前机构（部门或公司）或用户进行修改；
4) 点击图标

，表示删除当前机构（部门或公司）或用户。

1.3 企业信息设置（配置管理员）
1、点击工作台头部标题栏右侧

【管理通道】按钮。

2、进入管理界面的【首页】--【团队信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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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需要对【基本信息】进行设置。
1) 团队 Logo：单击 logo 图标，可上传团队 Logo，显示在门户界面；
2) 系统抬头：默认系统抬头为注册时填写的“单位或团队名称”，可根据实
际情况修改。修改并保存后注销系统再重新登录，工作台头部标题左侧
显示抬头文字显示为修改后内容。
3) 团队简介：对自己的单位或团队进行简单描述。

第二章

用户管理

2.1 用户管理概述
用户管理包含组织机构、用户、群组、角色、分组与授权等的配置。组织机
构、用户、群组、角色、分组与授权等是系统运行的基础配置，它们支撑了系统
用户访问验证、资源访问授权（包含对资源的增、删、改、查权限的控制）的核
心运行基础，是系统部署完成后第一个要进行规划、配置的管理分支。组织机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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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树状层次化的数据结构定义目标应用单位的组织结构，组织机构可以包含
的单位、部门层次不做限制（MySql 版本只支持最多 4 层组织结构）。


用户和角色

是登录并运行系统的最基本账号要素，用户物理上隶属于某个组织机构分支，
并且可以在逻辑上隶属于不同群组，同时不同用户还可以拥有不同的角色，这些
角色同时用于控制用户对不同资源的访问权限。


群组和角色

以不同于部门等组织机构的方式给用户分组，比如所有单位领导、所有部门
领导都可以作为群组，群组也可以拥有角色，这样隶属于群组的用户就自动拥有
了群组所具有的角色。
分组与授权过程就是将已注册的用户加入不同群组并将系统已注册的角色
赋予系统已注册的用户或群组。

2.2 组织机构配置项说明
系统只能包含一个根组织机构（使用单位名称），其余组织机构（或称单位、
部门等）都隶属于根组织机构的下级组织机构，一旦注册并激活系统后即不能轻
易修改组织机构。

点击“新增部门”进入新组织创建页面，如下图所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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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配置项说明如下表：
配置项

备注

具

名称*

名称，必填。

体

代码*

别名，必须且唯一，须以“org”开头。系统默认提供，无需修改。

配

说明

非必填项。对该部门的简要描述，如部门工作职责等。

置

排序号

排序号，整数。

项

类别

标

资源权限

配置资源权限。

额外参数

配置参数。

签
页

2.3 系统用户配置项说明
配置项

具
体
配

备注

用户姓名*

用户姓名，必填。同一个直属部门下的通用名不能相同。

用户登录名*

登录名，必需是有效邮箱或手机号，否则后续无法找回密码。

用户层次名（全名）

用户所属机构。显示创建该人员的所属机构，可通过【更新】重新选择
组织机构。

置

账号状态

该账号是否可以使用。默认为生效状态。

项

说明

非必填项。

排序号

排序号，整数。

资源权限

配置资源权限

额外参数

配置参数

所属角色

可选项。选择要赋予此用户的角色名称。

所属群组

可选项。选择要赋予此用户的群组。

标
签
页

2.4 系统群组配置项说明
配置项

备注

名称*

名称，必填。

别名*

别名，必须且唯一，须以“grp”开头。系统默认提供，无需修改。

说明

非必填项。对该群组的简要描述。

具

默认为静态群组。

体

静态群组；一般用于区分跨部门具有类似职权的用户，如：部门领导、

配

类型

单位领导、文书、秘书等。

置

动态群组：表示运行时刻才知道本身包含哪些具体用户的群组，它一般

项

用来限定流程参与者范围等，如：同部门用户、本部门领导等。
公式
排序号

设置动态群组包含的具体人员列表的实现类的全限定类名。只有类型为
动态群组时有意义。默认不可编辑。
排序号，整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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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应用

默认为空。

标

所属角色

可选项。选择要赋予此群组的角色名称。

签

资源权限

配置资源权限

页

额外参数

配置参数

2.5 系统角色配置项说明
系统内置提供了超级管理员、配置管理员、文档管理员等角色，请不要删除，
系统对于登录用户、匿名用户也默认会自动设置一个相应的默认角色。
配置项

备注

名称*

名称，必填。

具

别名*

别名，必须且唯一，须以“role”开头。系统默认提供，无需修改。

体

角色权限范围

通用；文档权限；资源使用；资源配置。

配

说明

非必填项。资源的说明或描述。

置

排序号

排序号，整数。

项

标

所属应用

默认为空。若角色是针对某一应用的管理员时（如物品管理员）
，选择对
应的应用即可。

资源权限

配置资源权限（即可对当前应用可进行配置）
。

额外参数

配置参数

签
页

第三章

应用管理

应用程序是指系统中的一个具体应用模块，它是系统应用的最重要配置、管
理、开发要素，比如收文管理、发文管理等都是一个独立的应用程序。一个典型
的应用程序通常要绑定表单、视图、流程等配置要素。
每个应用程序可以绑定不同的表单、视图、流程，表单、流程可以跨不同的
应用程序进行共用；同时每个应用程序可以包含下级应用程序，它们以树状的层
次结构进行组织（比如发文管理这个应用程序，根应用程序为单位发文、还包含
下级的各部分发文），每个下级应用程序也可以根据需要绑定自己特有的表单、
视图、流程等；在典型的应用程序树形配置及其实际应用中，配置或读取使用配
置通常采用继承关系，比如下级应用程序没有配置表单，则自动继承上级应用程
序的表单，其它配置也是类似的（除非特别说明）。

3.1 应用配置项说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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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作台头部标题栏右侧

【管理通道】按钮进入后台管理通道。点击

【应用】--【新建应用】进入新建应用引导界面。

3.1.1 应用基本配置项说明
配置项
名称*

备注
提供新应用的名称，必填。
别名，必须且唯一，须以“app”开头。只能包含数字、英文字母、下划线等，且应用

别名*

别名一般使用大写字母开头，如 appBBS、appLeave 等，注意别名不能和已有应用的
别名冲突。新建时填写，填写后无法修改。

表单

流程

默认表单别名为该 app 别名且不能修改，如“appBBS”的表单名称默认为“frmBBS”
。
默认表单名称为该 app 名称可修改。
默认流程别名为该 app 别名且不能修改，如“appBBS”的流程名称默认为“wfBBS”
。
默认表单名称为该 app 名称可修改。

视图

针对该应用的所有视图。

排序号

排序号，整数。

所属应用

默认为空。

发布选项

默认为“是”。

发布即公开时的
额外公开选项

1） 对所有人公开；
2） 对所有登录用户公开；
3） 对所布用户所在直接部门的用户公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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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所布用户所在一级部门的用户公开；
5） 在发布时选择。
是否自动记录文

1)

默认为“发布即公开”，表示发布后还可对一定范围人员公开。

档流程状态信息

2)

“仅发布”
，表示仅发布文档（即只将文档设置为发布状态）
。

分类信息

即此应用从属于哪个分类项，默认分类为“其它”。如：项目管理的分类信息为团
队协作。

针对使用者隐藏

默认否。若选择是，则使用者界面无法看到也无法使用此应用。

排序号

排序号，整数。
文档名称公式即显示在工作台“工作记录”及“通知消息”中显示的文档名称。配
置时可包含如下内容，变量和常量间用+符号连接：


字段变量，直接取字段值，格式为：${字段名称}（如$fld_subject）
；



常量，可以包含任意字符和文字，格式为："-项目"；

注意：1）所有标点均需使用半角状态下的标点，否则公式无法启用。
2）若字段变量包含常数数据源时，需将该字段“字段值自动计算方式”选
择为“保存时计算”
，否则文档名称出错。

文档名称公式
示例：
公式

结果

@User(format:="cn") +"发起"+$fld_type+"-报销"

作者发起类型-报销

$fld_vehicle+"-"+$fld_type+"申请"
$fld_subject
文档摘要提供类

车牌号-维保类型申
请
主题

返回所定义文档摘要提供对象全名。
自定义的提供文档摘要的类。

文档别名公式
文档说明公式
设置模块所公民包含文档的业务号模式。
对于公文类型的文档来说业务序号通常是公文的文号，对于其它类型文档来
说，使用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业务号做不同的解释。
模式配置时可包含如下内容：：


字段变量（包括所属表单字段和文档内置字段），把字段名写在“{”与
“}”之间，如{fld_subject}、{created}；



常量，可以包含任意字符；



格式化符，格式为：“/截取长度,长度替代符/”，如“/4,0/”表示长度为从
左到右取 4 个字符，不足在前面补零，“/-2,0/”表示从右到左取 2 位，不足
在前名补零。

业务序号模式

示例中假设：
文档业务年份为“2009”
文档业务标题（文号）为“国办文”
文档业务序号为"100”
文档创建时间为"2009-12-12 14:30:45”
名为“fld_subject”的文档字段值为“文件题名 1”
模式

结果

{businessYear}[{businessTitle}]{businessSequence}号

2009[国办文]100 号

{businessYear}[{businessTitle}]{businessSequence}/4

2009[国办文]0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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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号
{fld_subject}/6, /[{created}]

文件题名 1 [2009]

{businessYear}/-2,0/S{businessSequence}/4,0/

09S0100

设置模块所包含文档的流水号模式。

流水序号模式

配置方法请参考“业务序号模式”中的说明。

是否只读表达式

1)

新增的文档忽略此配置，总是为可编辑状态。

2)

文档只读状态比字段只读状态优先级高。

3)

不提供或配置的表达式返回 false 则表示为可编辑状态，否则如果配置的表达
式返回 true 则表示只读状态。

4)

保存按钮等是根据是否只读状态自动显示或隐藏的不需要通过手工配置。

自定义文档内容
显示宽度
自定义显示模板
页面
启用文档自定义
展现的表达式
额外事件匹配
返回属于此应用程序的文档可包含的正文个数，默认为 0。
支持正文数

0 表示不允许有正文类型的附加文件，-1 表示继承上级应用程序的正文个数配置，
1 表示一个正文，2 表示 2 个，依此类推。

应用程序说明

对这个应用程序的解释说明。

版本号

3.1.2 “已保存文档操作”常用配置说明
配置属于此模块人除“关闭”和“保存”之外的其它操作。

表达式

名称

启用表达式
@DocSecCheck()&&!@DocStateCheck()

@issue()

发布

@unissue()

取消发布

@delete()

作废

@distribute()

共享信息

@distribute(next:=
"broadcastDoc()")

共享

@DocSecCheck(on:="s")

//*共享后公告

//*检查是否为文档作者

//*检查是否为文档作者且未发布
@DocSecCheck()&&@DocStateCheck()
//*检查是否为文档作者且未发布

@DocSecCheck(on:="s")
//*检查是否为文档作者

3.1.3 “未保存文档操作”常用配置说明
对未保存文档添加操作，一般较少使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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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

名称

@save(next:=("@issue()"))

启用表达式

保存并发布

3.1.4 “文档内容标签”常用配置说明
系统默认“文档内容标签”处为空，新建文档时可自动生成【基本信息】、
【处理意见】和【文档日志】三个标签页。如果需要定制文档呈现时呈现的内容
标签页，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 Tab 标签页的配置项：
1）标题必须输入；
2）启用表达式指此标签页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启用（即标签页标题是否在最
终运行时呈现给用户），通常不配置表达式会显示标签页标题；若配置了
表达式，则必须表达式结果返回 true 时才显示。
常用文档内容标签如下：

标题

内容页面

基本信息

启用表达式
//*备注：若只添加此标签页，则该应

//*也可以根据应用名称命名，如

document-basic

个人名片、日程安排、物品信息等。

用不再显示【处理意见】和【文档日志】
标签页，适用于无流程审批的应用。

处理意见（评论）
//*即文档在审批流程中审批人的

document-opinion

处理意见
文档日志
//*即文档的详细流转日志
会议公告

document-log

例如：!@DocStateCheck()
//*未发布

document-issuedbasic

3.1.5 其它标签页配置说明
配置项

备注

文档权限

配置属于此模块的文档的默认权限

资源权限

配置属于此模块的资源的默认权限

额外参数

配置额外参数

额外 html 属性

设置文档内容在文档页面中显示时 body 节点连带输出的 html 属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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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或办理单（阅
办单）模板
子应用

配置从属于此应用的下级应用。

应用配置文件表单
配置文件管理员

3.2 表单管理
表单用于为应用程序提供数据输入和数据呈现，并规范了数据结构、数据约
束等，表单通常包含多个字段，用于定义表单包含的具体数据项。基于表单创建
的记录即应用程序所属的文档，文档是应用程序运行时以及系统运行时最重要、
最基本的要素，应用程序及其包含的表单、视图、流程等都是为了定义、约束、
控制文档的呈现、行为等。
3.2.1 表单属性配置说明
打开表单视图，点击【表单属性】进行配置。

配置项

备注

名称*

提供表单的名称，必填。

别名*

别名，必须且唯一，须以“frm”开头。系统默认取应用名称。

宽度单位

设置相关尺寸配置值的度量单位，默认为“%”
（百分比）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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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字段标题宽度（px）

设置字段标题默认宽度。单位为像素，默认为 120。

排序号

排序号，可选的整数数字。

分类信息

分类信息，可选。

说明

资源的说明或描述，可选。

资源权限

配置资源权限。

额外参数

配置额外参数。

3.2.2 字段属性配置说明
选择某一字段点击属性或单击该字段的

符号，打开字段属性对话框如下

图所示：

字段的配置属性如下表所示：
配置项

基
本

备注

字段名称*

名称，必须且唯一。

字段标题*

字段标题，必须。

所在行

设置字段显示时所在行位置。无需手工修改，系统根据字段所在位置自
动计算保存。

所在列

设置字段显示时所在列位置。配置时建议每行不要超过 4 列。

说明

对该字段的注释。

数据类型

字段数据类型，一个文档（表单）只能包含一个富文本或附加文件类型。

文本框最大允许输入

设置字段值最大长度。

字符

默认为 0 表示不限制长度。
设置字段缺省值表达式，即打开表单时该字段自动填入内容的表达式。
如果有多值请用字段指定的分隔符分隔多个缺省值。文档新增时会

数

自动设置文档所属字段的缺省值。
（可调出表达式构造器）

据
缺省值

示例：
缺省值

显示结果

@User(format:="cn")

当前登录用户名

@User(format:="ou0")

当前用户所属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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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Time(format:="yyyy-MM-dd HH:mm")

当前时间（精确到分钟数）

返回多值分隔符。一般设置为半角状态下的逗号或分号。


不配置则表示字段值内容作为单值处理，多值分隔符如果有配置，
表示允许多值，请不要使用单个值本身会出现的字符作为多值分隔

多值分隔符

符以免导致混乱。


对于一些自动作为多值的字段（比如属于表格型分组的字段）
，其
默认分隔符如果不配置，则使用半角逗号作为多值分隔符。

数据源类型

设置绑定的数据源类型。
注意常数数据源配置时，多个用“;”（半角分号）分隔。
返回字段在用户界面中如何显示。


默认为“自动”，表示由系统自动根据类型选择合适的显示方式。
如果字段属于表格型的分组，则只能以单行文本、组合框、单选框

呈现控件

三种方式显示，其余显示方式将被自动显示为单行文本框。


使用下拉选择框或单选按钮显示时，必需配置非参与者类型的数据
源以提供选项列表。

返回字段显示宽度（单位：百分比）
。

宽度
呈



默认为 0，表示由系统自动计算宽度。



此宽度为包括字段标题和字段值控件的总宽度。



宽度值不能超过系统配置的文档显示最大可用内容宽度数（特别是
一行有多个字段时，所有宽度总合也不能超过文档显示最大可用内

现

容宽度数）
！
返回字段显示高度（单位：像素）
。
高度

默认为 0，表示由系统自动计算高度。
表格型字段组的字段忽略此属性。
返回用于设置字段显示宽度中字段标题部分的宽度（单位：像素）
。

字段标题宽度



默认为 0，表示使用系统默认的字段标题宽度。



字段标题显示宽度不能超过字段总宽度，如果此属性为-1，表示不
显示字段标题。



属于表格型字段组的字段忽略此属性。

字段标题显示方式

设置字段标题显示方式。默认为“同一行显示”
。

是否必填字段

返回字段值是否必填。默认“否”。
返回是否控制字段。


是否控制字段

默认为 false，表示普通字段（即可以参与表单呈现布局的字段）
，
如果为 true，则此类字段不参与表单布局呈现（即控制字段总是不
显示在浏览器界面上）
。

行


为
字段值校验

字段值转换

控制字段相比隐藏公式属性具有更高优先级！

设置字段值的 JS 校验公式。 默认为空。
文档提交（文档保存）前在浏览器客户端校验本字段域的值是否合法。
设置字段值的 JS 转换公式。默认为空。用于文档提交时（文档保存）时
在浏览器客户端转换本字段的值为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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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字段值计算表达式（公式）。
注意：如果指定了字段值计算表达式那么每次包含这种字段的文档打开、
保存时都会重新计算字段计算值公式的计算结果并设置到字段值中，因
此一般用于只读字段或者用于冗余保存某些用于显示等特殊用途的字段
值，通常更建议使用缺省值表达式来配置字段默认值。
示例：
字段值自动计算公式

字段值自动计算公式
@DateTimeDiff(dt1:=$fld_day1,dt2=@DateTi
me(),by:="d")//*字段 day1 减去当前日期的
天数

例：dt1:03-20;当前：
03-17；返回：3

@DateTime(base:=$fld_birth,format:=

例：1988-01-11

"yyyy")//*从出生日期字段获取出生年份

返回：1988

$fld_sum/9

例：sum=99，返回：11

//*字段 sum 数值除以 9

$fld_sum+100
字段值自动计算方式

显示结果

//*字段 sum 数值加 100

例：sum=99，返回：199

返回计算公式的计算方式（公式）
。默认为“打开时计算”
。
只有配置了有效的计算公式时此属性才有意义，否则被忽略。
获取显示/隐藏表达式（公式）
。

可见公式



默认（不配置）则总是显示，如果配置了显示表达式，那么表达式
执行结果必须为 true 才会显示。



属于表格型字段组的字段忽略此属性。

可见公式为 false 时

前端不显示但可以访问：
；

字段前端访问选项

前端不显示也不能访问：
。
设置字段是否只读的表达式。


只读公式

默认情况下，字段在文档中显示出来的状态是可编辑的，如果此公
式返回 true 则指示字段应以只读方式显示，不配置或者公式结果
为 false 则字段处于编辑状态。


所属字段组

若文档的状态为只读，那么所有字段都只读，即文档只读优先级高。

该字段是否属于某一字段组。系统默认填入字段组 unid（若该字段已经
设置为某一字段组）
。
返回即时计算公式的计算方式（公式）
。
即时计算脚本

释义

${fld_19}*${fld_20}
字段即时计算脚本

//*例：字段组中 字段 19*字段 20

sum(${fld_sum})
//*例：字段组中针对总金额的求和
${fld_total}-${fld_minus}
//*例：字段 total-字段 minus
关联字段信息

默认为空

扩
展
属

字段扩展属性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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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字段组属性配置说明
点击【字段组】--【字段组管理】，单击选择字段组后，打开字段组属性对
话框，如下图所示：

字段的配置属性如下表所示：
配置项
分组名称*
分组别名*
分组类型
基
本

备注
分组名称，必须。
分组别名，必须且唯一，须以“gvt_”开头且只能包含英文字母、数字、
下划线，长度不超过 26 个字符。
分组包含的字段的组合方式。
表格型分组的最小表格行数。

分组内容最小条目数



为 0 表示此分组可有可无，如果设置为 1，则表示至少要求有一
行或一段，依此类推。

表格型分组的最大表格行数。
分组内容最大条目数



0 表示此分组条目数不设置上限，其它数字则表示数字指定的上
限（比如表格型的分组即表示最多有几行）
。

说明

对该字段组的注释。

所在行（左）

默认 0

所在行（右）

默认 1
返回字段显示宽度（单位：百分比）
。

呈
现

宽度



默认为 0，表示由系统自动计算宽度。



此宽度为包括字段标题和字段值控件的总宽度。



宽度值不能超过系统配置的文档显示最大可用内容宽度数（特别
是一行有多个字段时，所有宽度总合也不能超过文档显示最大可
用内容宽度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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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字段显示高度（单位：像素）
。
高度



默认为 120，表示由系统自动计算高度。



表格型字段组的字段忽略此属性。

返回字段组标题的显示宽度（单位：百分比）
。

字段组标题宽度



默认为 0，表示由系统自动计算宽度。



此宽度为包括字段标题和字段值控件的总宽度。



宽度值不能超过系统配置的文档显示最大可用内容宽度数（特别
是一行有多个字段时，所有宽度总合也不能超过文档显示最大可
用内容宽度数）
！

字段组标题显示方式

设置字段标题显示方式。默认为“同一行显示”
。

呈现方式

设置字段组呈现方式。默认为“根据分组类型自动呈现”
。
获取显示/隐藏表达式（公式）
。

可见公式



默认（不配置）则总是显示，如果配置了显示表达式，那么表达
式执行结果必须为 true 才会显示。



属于表格型字段组的字段忽略此属性。

可见公式为 false 时

前端不显示但可以访问：
；

字段前端访问选项

前端不显示也不能访问：
。

行

设置字段是否只读的表达式。

为



默认情况下，字段在文档中显示出来的状态是可编辑的，如果此
公式返回 true 则指示字段应以只读方式显示，不配置或者公式

只读公式

结果为 false 则字段处于编辑状态。


若文档的状态为只读，那么所有字段都只读，即文档只读优先级
高。

字段组包含的字段值
的独立表保存选项

设置字段组保存方式。默认为“不独立保存”
。

html

属

字段扩展属性

性

3.2.4 表单配置快捷键
功能

快捷键

上下交换选中列

SHIFT+↑/↓

上下移动选中列

ALT+↑/↓

上下移动行，左右交换选中列

CTRL+↑/↓/←/→

打开属性框

ALT+回车

新增字段

CTRL+INSERT

删除选中字段或其所在行

CTRL+DELETE

备注

打开选中的字段或表单的属性框。

需要有选中(高亮显示)的字段

3.3 流程管理
流程则用于规范文档怎样在不同的用户或角色之间传递、审批；绑定了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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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的文档则可以按照流程中定义的环节、审批范围、操作等进行流转。系统可
以通过直观化的方式配置流程，并可在可视化流程配置界面中增加、删除流程节
点（环节）和环节转换出口（带箭头的连接线），可以拖动某个环节以调整位置
如下图所示：

3.3.1 流程属性配置说明
打开流程视图，点击【属性】或者双击空白处打开流程的属性进行配置。
配置项
名称*
别名*

备注
名称，必须。
别名，必须且唯一，须以“wf”开头且只能包含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
长度不超过 26 个字符。

排序号

排序号，可选的整数数字。

分类信息

分类信息，可选。

说明

流程的说明或描述，可选。

额外参数

用于配置流程资源额外参数。

资源权限

用于配置流程资源的访问权限。

3.3.2 流程环节配置说明
双击某个环节，可打开环节属性对话框。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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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配置属性如下表所示：
配置项
名称*
类型*

排序号

选择环节类型。包括 “开始环节”、“中间环节”和“结束环节”，流程
必须包含至少一个开始环节，可以包含任意个数普通环节和结束环节。

系统会在新增环节时自动设置一个自增长的排序号，排序号之间建议预
留几个数字以便后续插入新环节。

属
性

环节名称，必须。

建议按照正常流转顺序设置环节排序号。

基
础

备注

审批/办理方式

包括：单人审批、多人并行、多人顺序、优先抢占和运行时选择等。

是否启用环节转接
说明

当前流程环节的说明或描述，可选。

额外参数

用于配置流程资源额外参数。
配置环节的默认参与者（审批人）范围，若不配置，则默认从系统所有

参
与
者

用户中选择；如果配置，则从这些配置的用户范围中选择。
参与者范围



（选择参与者）

置为多个参与者。另外，如果是部门、群组、角色等参与者，必须
能够在运行时计算为有效具体人员。


环
节
操
作

此范围必须符合相应节点的审批方式，如单人审批的环节，不能设

当前环节下不同流程
角色的用户所可能具
有的操作。

必须提供有效参与者，否则会导致异常！

表达式

名称

@opinion()

审批意见

@wfforward()

转办

@wfdispatch()

分配/交办

@wfdone()

送审批/审批通过/结束

@ wfreject()

退回
撤回//*若此环节需执行“撤回”，因此时文档已

@ wfrevoke ()

提交至下一环节，因此需在下一环节设置。
补发//*若此环节需执行“撤回”，因此时文档已

@wfresend()

自
动
流
转

在用户完成环节审批
时是否不需要人工选
择下一个环节状态而

转
换

目标环节

设置自动流转目标环节，必须。
如果配置了表达式，必须表达式结果返回 true

启用条件

才能启用自动流转。

由配置自动流转决定

审批方式

设置自动流转审批方式。

下一环节或状态。

参与者

选择参与者。

配置环节运行时，当前环节完成时下一个或多个环节的出口及其条件，

环
节

提交至下一环节，因此需在下一环节设置。

在可视化流程界面中，此出口以各环节间的连接箭头的方式呈现。
环节出口列表

//*环节转换启用条件：以请假天数为例：parseInt($fld_days)>3，即请假
天数大于 3 天时，流程转换到公司领导；parseInt($fld_days)>3，小于 3 天
时，流程转换到申请人确认。其中 fld_days 为请假天数的字段别名。

3.3.3 流程配置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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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快捷键

备注

1 像素微调选中环节位置

SHIFT+ALT+↑/↓/←/→

需针对高亮选中的环节

5 像素调整选中环节位置

CTRL+ALT+↑/↓/←/→

需针对高亮选中的环节

循环切换选中环节

SHIFT+←/→

循环切换选中环节连接

CTRL+←/→

切换加连接状态

CTRL+SHIFT

打开属性框

ALT+回车

新增环节

CTRL+INSERT

删除选中环节或连接

CTRL+DELETE

打开选中的环节或流程的属性框

需要有高亮选中的环节或连接

3.4 视图管理
视图通常用于列出具有某些共同属性的文档列表，比如所有待审批文档的列
表、所有可访问文档的列表等。
3.4.1 基本配置项说明

配置项
名称*
基

别名*

本
配
置

备注
分组名称，必须。
分组别名，必须且唯一，须以“gvt_”开头且只能包含英文字母、数字、
下划线，长度不超过 26 个字符。
返回视图类型。

视图类型

默认为文档视图，由于非文档视图的特殊性，一般不直接配置非文档视
图，因此视图类型请勿轻易修改！

项
通用查询条件

返回视图绑定的通用选择（查询）条件配置名称，可选。
实际查询时，视图配置的通用查询条件对应的语句位于视图直接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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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对应的语句之前。
数据源表（配置为表
单别名或表名）
每页显示的条目数

是否显示条目选择器

返回需调用数据字段所属的表格名称。
视图每页显示记录条目数，默认为 30。
为 0 表示不分页，显示所有内容。
设置视图呈现时是否可以在显示出来的每一条数据前显示选择框。默认
为“否”。

是否启用 sql 输出

设置视图数据显示时是否输出视图查询语句以供调试。

以方便调试

默认为“否”。
视图是否自动作为所属模块的导航大纲，默认为“是”。

显示在应用导航大纲
下

若为否，则此视图所属的应用程序（模块）在最终显示给用户时，视图
不会显示在应用程序的导航大纲项中，因此不能通过点击此视图对应的
大纲项显示此视图的内容；通常设置为否的视图用于其它用途，如作为
门户小窗口数据源、通过程序访问获取视图数据等。

可作为门户数据源

视图数据是否可以作为门户数据源。默认为“否”
。
视图中的文档是否可以通过双击查看选中文档视图，默认为“是”。

允许双击打开文档

若为否，则无法查看视图中所有文档详情。通常用于只供查看文档部分
信息的应用，如人员信息表、物品管理表等。

宽度单位

默认为“百分比”。

排序号

排序号，可选的整数数字。

分类信息

分类信息，可选。默认为空。

自定义显示页

返回视图搜索结果显示的页数。默认为空，表示显示所有内容。

说明

资源的说明或描述，可选。
必须，单击“[选择]”按钮进行表与字段的选择。
表名.字段名信息

视图排序

其
它
标

若文档视图不提供排序依据，那么系统会自动按视
图中文档的最近修改时间倒序排序，没有有效排序
依据的视图将导致分页不正常。

排序方式

升序或者降序。

表达式

SQL 表达式，可选。

资源权限

配置资源权限。

额外参数

配置额外参数。

是否启用数据缓存

设置是否缓存视图数据，默认为“否”
。

缓存多少页数据

签

设置缓存的数据的页数，默认为 3。
为 0 表示缓存所有页（即缓存所有数据，可能严重消耗内存）。
设置缓存策略。

页



“为不同用户缓存不同的数据”（默认）则表示为每个访问此视图查
询数据的用户缓存数据（适用于每个用户查询出来的数据不同的情

缓存策略

况，更耗内存）
；


“为不同用户缓存相同的数据”则表示为所有用户缓存一份视图查
询数据（适用于每个用户查询出来的数据相同的情况，更省内存）
。

缓存失效时间
手工输入查询条件

返回缓存过期时间。单位为分钟，默认为 60。缓存过期后，将重新从数
据库获取新数据。
设置直接提供给视图查询用的原始 SQL 语句，默认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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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数据来自数据库表的视图才能够手工输入 sql 语句。



手工输入查询 SQL 语句时，请注意不同的数据库平台的 SQL 语法等
可能不一样。

自定义解析实现类

默认为空。

数据导出（打印）模
板

3.4.2 数据（搜索）配置说明
用于添加该视图需要显示的字段列。

配置项

备注

表名*

选择需要表单的名称，必填。

字段名*

选择字段标题后，系统自动获取。

字段标题

从表格中选择所需字段标题。标题名称可以进行修改。

字段别名

选择字段标题后，系统自动获取。

列宽

返回字段所在列的显示宽度（单位：百分比）
。默认为 0，表示由系统自动
计算宽度。
若所选字段包含常数数据源且其格式为：标题 1|值 1;标题 2|值 2...;标
题 n|值 n，则字典绑定必需设置，否则视图中将显示出错。


字典绑定

字典绑定格式为：[{v:' 值 1',t:' 标题 1'},{v:' 值 2',t:' 标题
2'},...,{v:'值 n',t:'标题 n'}]

示例：以字段{当前状态}为例
常数数据源内容

字典绑定格式

待提交|0; 审批中|1; 审批完

[{v:'0',t:' 待 提 交 '},{v:'1',t:' 审 批

毕|2

中'},{v:'2',t:'审批完毕'}]

设置是否分类列，默认为 false。
是否做为分类列



一般建议包含常数数据源的段做为分类列。



返回 true 表示此列的值可用于给视图做额外分类之用，一般作为分
类列的字段值不能太多，否则可能导致分类没有意义并且影响系统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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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是否做为组合检索条件，默认为 false。 支持模糊查询。
如果为 true 则表示此列的字段可以列在视图高级搜索的组合搜索条件中。
是否做为组合检索条件

示例：
字段类型

字典绑定

日期

例：dt://yyyy-MM-dd

资源数据源（字典）

例：dicthometown（数据字典名称）

设置 SQL 表达式，可选。默认为空。


表示可以调用的来自关系数据库系统的内置函数、自定义函数或其它
有效表达式。

表达式



注意它和系统所基于的不同关系数据库平台有关，不同数据库系统可
能有区别，不能通用！

只对来自数据来数据库表记录的视图有效。

3.4.3 检索条件配置说明
用于视图中需显示文档的检索

配置项

备注

表名*

选择需要表单的名称，必填。

字段名*

选择字段标题后，系统自动获取。

比较运算符

返回比较方式。默认为等于。
设置比较右值，必须，可以是常数或公式表达式。
注：在 SQL 片断中的出现表达式的地方只能配置单个公式，不能有其

比较右值

它操作符（但是表达式的参数可以有其它表达式）
，因为会与 sql 运算符
冲突造成歧义（所以如果出现运算符系统将其作为 sql 运算符，而不是表
达式运算符）
。

与下一个条件组合方式

设置和下一个条件的逻辑组合方式。默认为“与”
。

是否数字比较

设置是否按数字方式比较。

左括号

设置左括号，可选。

右括号

设置右括号，可选。
设置 SQL 表达式，可选。

表达式



只对来自数据来数据库表记录的视图有效。



配置规则与视图列中的 sql 表达式配置规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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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视图操作配置说明
视图操作即打开当前视图时，右上角出现的操作按钮，在未添加配置时默认
只有针对当前应用的【新建】按钮。若需要在视图操作中配置其它应用对应的文
档，则需添加一个@js 操作，并将 js 参数值设置为“new+应用程序别名”。以新
建电子公告为例，表达式为@js(js:="newappbbs()") ，其中 appbbs 为电子公告
的别名，其余应用依此类推。

常用视图操作如下表：
表达式
@js(js:="import()")
@js(js:="export()")

名称

启用表达式

导入//* 名称 可根 据应 用
名称自定义修改
导出
$showSelector==true

@js(js:="delete()")

删除

//*添加删除按钮时必需选择启用条目
选择器，否则无法操作。

@js(js:="newappbbs()")

新建

3.4.5 常用视图查询和检索条件的设定参考

视图名称

我发起/我的

我参与

通用查询
条件

检索条件
表名

空（即所有） 文档通用表

空

文档通用表

视图表单

已超期

部门的

空

空

文档通用表

字段名
作者

所有可访问
安全编码

{结束时间}
所有可访问
安全编码

运算符
等于

@User(format:="sc")
//*判定作者的安全编码
@User (format:=",sc,")

包含

//*判定所有安全编码包含
作者的安全编码

小于等于

包含

视图表单

{当前状态}

小于

视图表单

{部门}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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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Time()
//*结束时间早于当前时间
@User (format:=",sc,")
3//*流程状态 3 为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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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format:="ou0")
//*判定作者的安全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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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on:="-7",by:="d")

最新公告
（7 天本部门

已发布文档

文档通用表

以内）

最近修改时
间

大于等于

//*最新修改时间为 7 天以
内的公告。注：此公式在{比
较右值}处，非{表达式处}

待办/审批

待办文档

无

已办/审批

已办文档

无

所有未删除

所有

文档

无

第四章 功能函数管理
系统功能主要包含系统运行时提供具体功能的公式、操作等，他们也统称为
系统功能函数或系统功能。


公式

主要用于构造表达式，而公式和表达式运行时都可以返回各种类型的常数值，
这些常数值可以广泛运用于字段缺省值、字段隐藏判断、字段只读判断、流程运
转条件分支判断等；操作主要用于通过浏览器调用并执行某个系统功能函数，它
包含接收前端功能请求、可能需要的用户交互向导、执行相应后端功能，然后返
回执行结果（结果通常包含重定向 url 地址、状态码等）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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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通常分为文档操作（主要用于文档处理和流转过程）和其它操作（如配置资
源操作、点击页面按钮或链接时执行的操作）。可以在配置时和运行时给每个公
式或操作提供不同的参数，这样同一个公式或操作可以根据参数的不同来实现不
同的功能。
可以通过【管理员通道】--【设置】--【公式与操作列表】查看系统公式与
操作的详细说明。

4.1 表达式配置规则
系统公式表示运行时返回常数的功能函数，多个公式可以组合为表达式，可
以通过逻辑、算术运算符等组合表达式。括号用于指定表达式计算（求结果）的
优先级。默认情况下优先级为从左到右，对于数字表达式来说乘除大于加减，如
果有括号，则括号内表达式具有更高优先级。所有表达式使用的符号必须为半角
状态下录入，否则无法返回结果。
系统表达式配置的具体规则如下：
1、表达式表示一串由变量、常数、操作符（运算符）、括号等组合成的文本。
2、表达式被执行（求值）后，最终会返回某个字符串、布尔或数字结果值。
表达式在某些具体配置处可能会被称为“公式”，操作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
表达式，操作只能包含一个主表达式，而不能使用组合将多个操作组合起来。
4.1.1 表达式中的变量（Variable）
1、公式变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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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Formula）， 对应一个系统功能函数。
1）公式变量格式：
@{变量名（即功能函数的别名）}([{参数名 1:=参数值 1（可以是常数或表
达式）},...])
说明：在“{}”或“[]”中的为说明替代符，实际要换成具体符号；其中在“{}”中的
内容为必须，在“[]”中的内容为可选，下同。

2）公式变量示例：
公式

说明
“format”为参数名；

@UserName(format:="cn")

“cn”
（不含引号）为字符串类型的参数值。

@F1(num:=1,bl:=true,f2:=@F2()
+""+$fld_subject)

num 为参数名，
“1”为数字类型参数值；
“bl”为参数名，
“true”为可用的布尔型参数值；
“f2”为参数名，@F2()+""+$fld_subject 为表达式类型的参数值。

2、字段变量
字段（Field），对应一个通常来自文档的字段名。
格式：${字段名（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的组合）}
示例：$fld_subject
4.1.2 表达式中的常数类型
表达式中常数类型如下表所示：
公式

说明
包括在半角双引号中的值，如:“"test"”
、
“" a\"a "”等（不包

文本

括外层引号）
。
可以是零、正数、负数、整数、小数等，如：
“0”
、
“100”
、
“-10.0”

数字

等（不包括外层引号）
。

布尔

可以是 true/false 中的某一个。

注意事项：如果文本常数中包含半角双引号（“"”）字符，则需要用半角反斜杆（“\”
）
进行转义。 如“\"”
（表示一个半角双引号）
。

4.1.3 操作符（运算符）
操作符

说明

操作符

说明

==

表示逻辑操作符的等于

&&

表示逻辑操作符的与操作

<

表示逻辑操作符的小于

||

表示逻辑操作符的或操作

<=

表示逻辑操作符的小于等于

+

表示数字操作符的加操作或文本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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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符的文本连接操作
>

表示逻辑操作符的大于

-

表示数字操作符的减操作

>=

表示逻辑操作符的大于等于

*

表示数字操作符的乘以操作

！

表示逻辑操作符的取反

/

表示数字操作符的除以操作

注意事项：纯粹的常数之间请不要使用操做符，如“2+3”、“true||false”、“"aa"+"bb"”
等不合法，请直接把“5”、“true”、“aabb”等对应的直接结果写到表达式中。

4.2 表达式构造器
为降低配置各类表达式时的名称和规则记忆难度，系统提供了如下图所示的
表达式构造器，方便配置时进行表达式构造。在可以输入表达式的输入框内(如，
字段缺省值输入框)，使用快捷键 CTRL+ALT+Q 调出表达式构造器。

可直接在“表达式”处录入，也可通过检索公式，点击选择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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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典实例
5.1 隐藏/显示字段组示例
以费用报销模块为例。
5.1.1 功能需求
当{费用类型（fld_type）}为“差旅”时，显示“出差单据明细”字段组，
隐藏“单据明细”字段组；当{费用类型}为除“差旅”以外的所有类型时，显示
“单据明细”字段组，隐藏“出差单据明细”字段组。
5.1.2 实现步骤
1、在管理通道打开“报销申请”应用的表单视图“报销申请单”。

2、点击字段组，选择“出差单剧明细(gvt_detail2)”字段组，添加 html 属
性如下表：

属性名称

属性值
doc.fields['fld_type']=='差旅'

ng-show

//*当类型为“差旅“时，执行 ng-show，即当类型为“差旅”时，
表单视图中显示 “出差单据明细”字段组；公式规则详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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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字段组，选择“单剧明细(gvt_detail1)”字段组，添加 html 属性如下
表：
属性名称

属性值
doc.fields['fld_type']!='差旅'

ng-show

//*当类型不是“差旅“时，执行 ng-show，即当类型不是“差旅”
时，表单视图中显示 “单据明细”字段组；公式规则详见 6.2

3、选择字段{费用类型}，添加扩展属性如下：
属性名称

属性值
clearTableGroupItemsValue('gvt_detail1');clearTableGroupI
temsValue('gvt_detail2');

ng-change

//*当字段{费用类型}更改时，执行 ng-chang，即当类型是“差旅”
时，消除字段组“单据明细”中的数据（若已填写）
；当类型不是
“差旅时”
，消除字段组“差旅单据明细”中的数据。

5.1.3 效果展示
1、发起费用报销应用，选择费用类型为“部门活动”，显示“单据明细”。

2、文档保存后将类型改为“差旅”，则系统自动清除之前数据，显示“出差
单据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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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关联字段的取值/赋值及详细信息显示
以车辆使用模块为例。
5.2.1 功能需求
1、字段{车牌号（fld_vehicle）}可点击选择目前空闲的车辆并取到车牌号
填入该字段；
2、选择车牌号后，字段{车辆信息（fld_vlink）}自动显示“查看车辆信息”
且点击后可打开该车辆信息的表单；
3、选择车牌号后，字段{司机（fld_driver）}自动显示该车辆驾驶员姓名。
5.2.2 实现步骤
步骤一：建立“关联空闲车辆视图（viewFreeVehicle）”
因为车辆使用申请的是空闲车辆，建立联系视图，选择需要的数据列字段，
并设置视图检索条件为“状态=空闲”。

步骤二：取“关联空闲车辆视图”的车牌号和司机姓名并赋值
1、因为从其它视图取数据源，需要新建一个字段{车辆 UNID(fld_vunid)}保
存值，并设置为控制字段。
2、设置字段{车牌号（fld_vehicle）}属性-数据，各属性设置如下表：
属性名称

属性值

数据源

视图数据源

输入视图别名或 UNID

viewFreeVehicle//*即关联空闲车辆视图的名称

显示值格式
保存值格式

1//*即车牌号取的是关联视图中的第几个数据列的值。因为车牌号
在关联视图中是第一个字段，因此填入“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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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值保存字段

fld_vunid//*即车辆信息的保存字段{车辆 UNID}

3、在字段{车牌号（fld_vehicle）}属性-数据添加新映射，将“查看车辆
信息”和驾驶员姓名分别映射到字段{车辆信息（fld_vlink）}和字段{司机
（fld_driver）}中，操作如下表格。
属性名称

属性值

查看车辆信息|${0}.document//*其中“查看车辆信息”为选择车牌号
后该字段表格显示的内容，点击该文字内空可打开对应车辆信息表单。
2//*因关联视图中第 2 个数据列为驾驶员信息，因此填入“2”

fld_vlink
fld_driver

5.2.3 效果展示
1、发起“车辆使用管理”工作，空白表格如下图所示：

2、选择已录入车辆信息，如选择车牌号闽 A000000，则{车辆信息}和{司机}
被自动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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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存当前文档后，点击“查看车辆信息”，系统自动跳转至闽 A000000-车
辆信息。

第六章

常见问题答疑

6.1 如何同时选择多个数据
答：一些文档字段在选择时需要选择多个数据（如，将文档共享给多个人/部门），此时
只需要将{目标字段}的“属性”--“数据”-- “多值分隔符”填入逗号或分号（半角状态
下）即可。

6.2 如何联动修改表单字字段值
答：当 fld_a 字段值更改时，fld_b 字段同步更改的配置方式（下表中的属性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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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表示在 fld_a 字段的扩展属性中添加的属性名、属性值）：
功能

属性名配置方式

属性值配置方式

当 fld_a 字段值更改时，
ng-change
fld_b 字段值同步更改

doc.fields[‘fld_b’]=’新的值’

当 fld_a 字段值更改时，
清除 gvt_b 表格型字段 ng-change
组的所有字段的值

(doc.fields[‘fld_a’]==’a’?
clearTableGroupItemsValue(‘gvt_b’):noop()
)

当 fld_b 字段值为 a 时，
显示 fld_a 字段，否则 ng-show
fld_a 不显示

doc.fields[‘fld_b’]==’a’

当 fld_b 字段值为 a 时，
将 fld_a 字段设置为不 ng-disabled
可用

doc.fields[‘fld_b’]==’a’

1）引用非表格型字段组字段值的方法：
读取值：doc.fields[‘fld_a’]


写入/赋值：doc.fields[‘fld_a’]= doc.fields[‘fld_b’]、doc.fields[‘fld_a’]=’a’



判断值：doc.fields[‘fld_a’]==’a’(注意判断有两个等号，否则会变为赋值)

2）获取字段对象的引用：


itemQueryMap[‘fld_a’] ， 可 以 通 过 这 个 访 问 很 多 字 段 属 性 ， 比 如
itemQueryMap[‘fld_a’].name 表示字段标题；itemQueryMap[‘fld_a’].values 表示多值字
段所有值的数组(如果这个字段在表格型字段组中的话)

3）获取文档对象、文档展现对象:doc、display，比如 doc.unid 表示文档 unid、display.
Application 表示文档所属应用的 unid。
4）也可以在属性值中写更高级的 js 函数来执行事件(js 函数通常通过与表单别名同名
的额外 js 引用引入表单页面，同时需了解系统执行上下文在 angularjs 控制器中执行)

6.3 如何在流程环节转换时自动设置字段值事件
答：1）需配置对应环节的额外参数，参数规则如下：


若为流程环节转换，则参数名为：“ts.ext.SetItemValueOnWFTransition.{目标
字段别名}”
；若为流程结束，则参数名为：“ts.ext.SetItemValueOnWFEnd.{目标
字段别名}”)。



参数值配置为需要在环节转换或流程结束时自动设置的字段值。对于环节转换，此
事件使用即将进入的新环节中配置的参数名和参数值为依据设置字段值；对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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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则以结束环节配置的参数名和参数值为依据设置字段值。


参数值可以配置为任何文字常量，也可以配置为公式表达式。

2）确保表单中有指定的字段，比如 “fld_state”
（流程状态）字段
3）完成以上配置后，当流程环节进入有配置匹配的额外参数的环节时，会自动更新参
数名中的字段值为参数值的结果。

6.4 如何在操作执行后（如发布后）广播（发送所有人可看的通
知）消息
答：在操作的 next 参数中指定以下函数：


broadcastDoc()：广播打开文档消息



broadcastApp()：广播打开文档所属应用消息



broadcastView(‘viewTest’)：广播打开 viewTest 视图的消息



broadcastUrl(‘消息内容 1’,’/portal.app’) ：广播消息内容为“消息内容
1”，点击后打开”/portal.app”页面的消息

示例：



@issue(next:=”broadcastDoc()”) ——发布后广播打开目标文档的
消息；



@issue(next:=”broadcastView(‘viewNewBBS’)”) ——发布后广播
打开指定视图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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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名词解释
资源(Resource)
系统内部任何可以通过增、删、改、查（看）方式访问的内容即为资源，资源可能按不同方式分
类，比如文档资源（文档资源可能又按照所属不同模块等要素进行区分）、配置资源（其下又包
括表单、视图、模块、流程等不同类别的资源）。从设计的角度来说，系统将各种配置、文档等
的通用信息抽象为资源。资源通常以 xml 文件或数据库表记录的方式保存。
应用程序/模块(Application)
表示定义并规范某一类文档的权限、流转、呈现、导航等一系列应用和设计要素的组合，比如定
义所有发文的发文管理模块、定义所有邮件收发显示的内部邮件模块等，每个应用程序可能绑定
不同表单（Form）、视图(View)、流程(Workflow)、权限(Security)等，并使用这些来控制其所
属文档的权限、流转、呈现和多份文档的列表组织等。
文档(Document)
有时也称文件。表示属于某个具体应用模块的某一份具体信息内容实例，文档属于资源的一种，
单个文档通常以所属模块绑定的表单来呈现、以所属模块绑定的流程进行流转，多份文档通常以
视图或报表统计的方式呈现。
附加文件(Accessory)
表示属于某个父资源的附加文件资源，如文档可能包含附件、正文、图片等不同类型的附加文件
（Accessory）；模块可能包含类似正文模板、办理单（阅办单）模板类型的附加文件
表单(Form)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表单是指呈现文档内容的载体，通常对应为文档打开时网页上的一系列控
件；从配置与开发的角度来说，表单是一种资源，它定义了绑定此表单的文档有哪些字段及其这
些字段的数据、控制、行为、呈现、关联等。
视图(View)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视图是指按一定条件选择出来的一系列文档列表，视图通常用于导航并打
开文档，视图也可以变换为报表等其它格式以供统计查询之用途；从配置与开发的角度来说，视
图是一种资源，它定义视图数据来自那些表、基于那些过滤条件和查询条件等。
流程(Workflow)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流程是指文档（Document）审批过程中需要经历的一系列审批步骤和审批
人的组合。从管理员和开发者的角度来说，流程包括流程模型定义、流程运行时、流程事件、流
程事务扩展或自定义等。
模块导航大纲
表示某一个具体目标应用程序呈现给使用者的导航界面，通常为左大纲、右视图的方式（不同的
页面布局可能有不同的组织方式），通过单机左边树形的导航大纲项，右边呈现相应的内容，比
如点击收件箱，则右边内容区域则显示收件箱内的邮件列表。
事务/任务
表示由一个或多个有顺序的操作步骤组合而成的需要人为干预的用于完成某个任务或调用某些系
统功能的操作组合，常见的事务如：登录、注销、填写审核意见、批阅文件、各种流程处理过程
等。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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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执行某一项事务的具体操作，常见的操作如用鼠标点击某个按钮或链接、输入文本、选中选
项、回车确认等。对于开发者来说，操作通常包括名称、操作表达式、显示表达式、图标文件名
等，同时要编写一个或多个后台类或 js 代码来执行操作的具体功能，有的操作还需要编写前端
的页面文件（.jsp、.js、.css 等）用来呈现操作对应的交互向导。
公式/表达式
表示执行后会返回某一个值（如字符串、数字、布尔等）的按一定规则组合的文本，表达式通常
用来提供缺省值、做各种判断之用（如是否只读、是否可显示、是否可启用等），系统很多地方
会使用到表达式，表达式由一个或多个公式组成，公式通常是指一个原子状态的表达式，每个公
式需要对应一个后台实现类。
配置
配置是指对资源、配置文件的各类属性值进行编辑修改的过程，如配置应用程序、配置表单；有
时候也指可以对其各类属性进行编辑修改的某一类资源，如表单配置、应用程序配置。
配置文件
通常是指支撑系统运行时的各种后台 xml 文件，包括以 xml 文件存储的资源文件、web.xml 等，
有时也特指只能通过手工修改的 xml 配置文件。
事件
系统在执行很多操作时会触发事件，如文档在网页中打开、删除、保存，流程事务开始、结束，
用户登录、注销等，开发者可以为这些事件编写事件处理程序，编写好的处理程序配置到相应的
地方后，在这些事件触发时，会执行编写的事件处理程序中的代码。
数据库访问请求(DBRequest)
系统将所有对数据库的访问（包括增、删、改、查询等）统称为数据库访问请求（有时也简称数
据库请求），系统提供一系列经过精心设计并封装好的类和规则来访问数据库并获取和组装结
果。
web 应用程序(webapp)
web 应用程序通常指在应用服务器中运行的某一个系统（如 tomcat 下的一个 host 或某一个 host
下的不同 context），独立的 web 应用程序通常有自己的安装路径、WEB-INF 目录、访问主机
（如 oa.acme.com、oa.acme1.com 等）或同一个主机下的不同 url 路径(如 192.168.1.1/oa1、
192.168.1.1/oa2、acme.com/oa)等。本网站所说的 web 应用程序通常特指基于腾硕协作应用构
建平台的 web 应用程序，同时经常用{webapp}或{webapproot}表示其安装根路径。
门户(Portal)
门户指系统登录后呈现的首页、二级页面、功能导航菜单等内容，门户首页通常包含呈现各类信
息（如待办、待阅、最新公告等）的小窗口（Portlet），门户二级页面通常包含具体应用程序
（Application）的导航大纲(Navigator Outline)和视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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