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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说明

内容简介

本手册基于 supOS 版本 supOS-V2.70.01.06-C 编写。主要描述 supOS 报表相关操作说明。

阅读对象

本手册的使用人员主要包括：

 客户

 工程实施人员

阅读手册所需基本知识：

 本手册假定您了解工业行业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

手册约定

本手册对一些格式、规范和动作作了约定，您可参阅以下约定，方便您对本手册内容的理解。

格式约定：

格式 说明

Times New Roman
字体

Times New Roman字体斜体表示屏幕终端显示，包括：配置文件，系统输出文

件，命令等内容。如：login

另：其中屏幕输出信息有表示用户手工输入的内容，采用加粗的形式，如：
Password: ******

<> 加尖括号的内容表示按钮名。如：单击<OK>按钮

<键 1+键 2> 表示用户需要同时按下这几个键。如：<Ctrl+Shift+D>表示同时按下 Ctrl、Shift
和 D键

［］

带方括号的内容表示菜单项、数据表和字段名等，如：选择[文件]菜单

多级菜单的表示方法采用[/]形式。如：选择[工具/修订/比较合并文档]菜单项，表

示选择[工具]主菜单项中[修订]菜单下的[比较合并文档]项

“”
单选框、复选框、页签、列表框、窗口统一加“”表示。如：选择“保存”页

签

* 系统必填项

手册中提示、注意、警告事项标志：

图标 说明

提示：表示包含重要特征、提醒或指示信息。

注意：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未能避免，可能导致软件无法正常运行。

警告：标示有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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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发流程

1.1 基本介绍

关于报表的开发，通常包含需求评估、页面组态、视觉优化三个阶段，各阶段核心工作有所不

同，具体如下图所示：

 需求评估阶段

开发者在了解业务需求的前提下，需熟知报表具有何种功能，以确认报表是否某满足功能需求

及是否适合应用于该业务场景；

 组态阶段

掌握报表控件的常用功能，在确认报表实现思路和路径后，快速组态，达到功能要求；

 调优阶段

在功能全部实现后对报表进行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及样式调整，以此提高用户满意度。

1.2 实现路径

开发者以开发者角色身份登录 supOS，在后台建立个 APP(APP 建立流程及页面的配置见《supOS

组态开发设计详细介绍与操作指南-v1.0(for supOS 2.7).pdf》，然后在创建的 APP 下新建一个页

面，将报表控件拖到设计器的画布中，并调整报表大小，如下图所示：



2

supOS 报表开发者手册

将报表控件拖到 APP 设计器的画布中后，调整好报表控件大小，双击报表控件后，进行报表开

发界面，如下图所示：

第二章 功能简介

本章节对报表开发界面进行基本的功能介绍，报表开发界面分四个功能区域，区域划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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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区域一：工具栏

工具栏的基本功能类似 Excel 的应用，主要对区域四的单元格进行操作。

标签 图标 含义 功能

开始

打开 打开 Excel文件

导出 导出为 xlsx或 cvs格式文件

打印 打印报表当前 sheet页

撤销 撤销上一步操作

恢复 恢复撤销操作

保存 保存当前页面内容

筛选 筛选数据及高级过滤数据

插入 插入数据源 显示或隐藏数据源管理及属性配置窗口

格式 单元格格式

单元格格式中的“权限”设置，为不同角色对选中的单元格

在运行期配置不同的权限：读写、只读（默认）、隐藏。

单元格格式中的“数字”页下自定义功能，输入自定义公式

后，该单元格的内容会按照该格式显示，$$$为占位符

2.2 区域二：数据源设置

该区域主要实现绑定数据源及管理的操作。

 对象实例：可理解为基于对象属性、实时位号的数据；

 数据查询：基于 supOS 数据库或第三方系统数据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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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服务：基于 js 脚本处理的 JSON 格式数据；

2.3 区域三：属性设置

用于配置区域四中的单元格属性，并提供聚合公式、父窗格、及操作（报表内按钮）；

2.4 区域四：单元格设置

将区域三配置完的数据源的数据以拖拽方式放置单元格中,同时，单元格提供直接插入数据源的

功能；

第三章 功能模块介绍

主题功能 路径

设置报表 sheet 页，滚动条等展示效

果 选中‘报表’右侧处

报表联动报表控件与按钮、搜索、输入框等控

件联动

工具栏清单（同 excel），详情见下图 双击报表进入组态期

报表组态

绑定数据源并管理：

（1）对象实例：可理解为基于对象

属性、实时位号的数据；

（2）数据查询：基于 supOS 数据库

或第三方系统数据库的数据；

（3）添加服务：基于 js 脚本处理的

JSON 格式数据；

报表组态期右侧中部位置

数据源管理

用于配置属性、聚合公式、父窗格、

及操作（报表内按钮）；

报表组态期右下侧位置

操作

3.1 数据源管理

现阶段，报表控件支持三种数据源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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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数据源的解释如下：

类型 描述

对象实例

可添加对象属性，数据类型可以为实时数据、历史数据，在属性栏可相互切换。

每个对象实例仅显示其前 200条属性信息，其它属性通过单元格鼠标右键菜单

[插入公式/数据源]来添加。

数据查询
内置数据库（mysql）、外部关系数据库数据源（Sql Server、mysql、Oracle）
的查询结果

添加服务 平台对象实例中的和用户自定义的服务

3.1.1 添加数据查询

(1) 点击加号 选择数据查询；

(2) 选择外部数据源（默认为内置数据源）；

(3) 输入 SQL 查询语句（可预览查询结果）；

(4) SQL语句中可以键入"${abc}" 作为一个参数，这里 abc 是输入参数的名称。

例如 select * from table where id = ${abc}；

(5) 输入数据源名称，作为查询的结果集的名称；

(6) 确认后可在数据源列表中看到 SQL 查询的结果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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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添加数据：展开该数据源，列表中显示该数据源下的所有字段，将字段拖动到单元格中；

(8) 属性配置：选中数据单元格，可对其属性进行配置；

 「数据源」：可切换该数据源下的其他字段；

 「指定主键」：指定数据表中的某一个字段为主键，也可选择多个字段的组合作为主

键保证唯一性，主键作为数据唯一判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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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充方向」：选择纵向填充（默认）或横向填充；

 「最大个数」：显示数据的最大个数，范围是 1-500；

 「填充合并」：打开填充合并，填充方向上相邻单元格内容相同时会自动合并；

 「类型转换」：针对 Oracle 数据库时间类型的数据进行转换，占位符“$$”为列名，

“$$$”为值，需要根据对应的语法进行转换，输入格式参考示例：

 to_timestamp($$$,’yyyy-MM-dd HH24:MI:ss.ff’)为单个单元格数据类型转换；

 cast($$ as decimal(10,2))为单元格所在的列均进行数据类型转换；

3.1.2 添加对象实例

操作方法同上（3.1.1 添加数据查询）；

提示：

每个对象实例仅显示其前 200 条属性信息，其它属性通过单元格鼠标右键菜单[插入公式/数据源]

来添加。

选中数据单元格，可对其属性进行配置；

 「数据源」：可切换数据源；

 「数据类型」：选择单元格内的数据是实时数据或历史数据；

 「时间粒度」：历史数据统计的时间粒度，可选择秒（默认）、分、时、日、周、月、年；

 「数值类型」：根据时间粒度获取的统计类型，可计算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求和和

瞬时值。例如时间粒度选择“时”，数值类型选择平均值，显示的数据为该属性每小时的

数据的平均值；

 「自动填充」：填充的数据类型设置；

 「填充方向」：选择纵向填充（默认）或横向填充；

 「最大个数」：显示数据的最大个数，范围是 1-500；

 「固定」：统计某一个固定序号对应的数据

例如统计结果的第一个数据，统计序号输入 1；

 「统计序号」：填充固定序号，1-500（默认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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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添加实时/历史值

单元格直接可以插入平台对象实例下某个属性的实时值及历史值，数据源选中一个单元格，点

击鼠标右键菜单/插入公式/数据源，在弹出的“插入公式”窗口中数据源选择要插入的对象实例属

性，设置与属性配置相同，即可插入对象属性数据源。

3.1.4 添加统计数据：实时统计任务

实时统计任务是将对象属性的实时值根据设置的统计事件要求进行统计，用户按照一定的统计

周期/条件、统计间隔、采样间隔设置统计事件，通过配置数据源、统计类型及任务时间设置统计任

务，最后通过 APP 设计器中的报表控件进行调用实时统计任务获取统计结果。调用过程请参考《supOS

工业 APP 组态开发软件用户手册》中的报表章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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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计事件

统计事件根据用户需求，可配置统计任务的统计周期、采样周期等。

统计事件分为周期事件以及表达式事件。

 周期事件：按照设置的固定周期触发；

 表达式事件：按照设置的计算公式触发；

周期事件仅可作为统计事件，表达式事件可作为统计事件（统计事件的事件类型为“总为真”

或“总为假”），也可作为被统计事件。

1）新建周期事件

 选择[计算任务/实时统计任务]菜单，切换到“统计事件”页签，点击右上角<新建事件>按

钮；

 在新建事件页面输入事件名称、描述，选择触发类型，设置触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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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用户定义的统计事件的名称；

 「描述」：对统计事件的描述，便于使用者记住其特性；

 「触发类型/触发信息」：

 「间隔」：按一定的时间间隔统计，设置统计间隔和采样间隔；

 「统计间隔」：设置数据统计的时间周期，例如设置 1 天，每天返回一个统

计结果；

 「采样间隔」：设置数据采样的时间周期，例如设置 1 分钟，每分钟采集一

次数据；

 「每周」：每周的固定时间统计，设置每周的触发时间（可多选）、统计间隔和

采样间隔；

 「每月」：每月的固定时间统计，设置每月的触发时间（可多选）、统计间隔和

采样间隔；

 「表达式」：通过设置表达式，根据表达式的触发条件进行统计；详细步骤请查

看下一节新建表达式事件；

2）新建表达式事件

当触发类型选择“表达式”，可以设置表达式的事件。表达式事件在统计任务中既可以作为统

计事件（仅当事件类型为“总为真”或“总为假”时作为统计事件），又可以作为被统计事件。

 点击<表达式编辑器>编辑表达式，表达式输出结果仅可为 true 或 false；

提示：

表达式计算结果为 0或 false，则返回 false；计算结果为非 0或者 true，则返回 true。

 设置事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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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

类型
说明 统计结果

变化时

若表达式返回值的类型为开关量时，表示从 FALSE变成 TRUE
或从 TRUE变成 FALSE。

 若表达式返回值的类型为模拟量时，则表示模拟量的值从

0变为非 0，或从非 0变为 0。
仅可作为被统计事件，统计状

态发生次数
上跳变

当表达式的值从 FALSE变成 TRUE 或从 0变为非 0时为上跳

变

下跳变
当表达式的值从 TRUE 变成 FALSE或从非 0变为 0时为下跳

变

总为真

当表达式结果为真时触发，表达式为假时结束，在表达式为真

的持续时间内进行统计。表达式事件作为统计事件时可设置统

计间隔及采样间隔，作为被统计事件时统计间隔及采样间隔无

效。

表达式事件作为统计事件：与

周期事件输出一致

表达式事件作为被统计事件：

可统计持续时间（单位：秒）、

状态发生率总为假

当表达式结果为假时触发，表达式为真时结束，在表达式为假

的持续时间内进行统计。表达式事件作为统计事件时可设置统

计间隔及采样间隔，作为被统计事件时统计间隔及采样间隔无

效。

下面以具体示例来介绍表达式事件作为被统计事件的触发情况。

某一工程现场有一管道的压力用 PE001 位号表示，用户定义了一个表达式事件，其表达式内容

为 (TAG("PE001") >= 1.5) and (TAG("PE001") <= 2.2) ，当他分别选用不同的触发类型时具有不同的表

达含义，具体的含义及触发方式如下。

 触发类型：变化时，统计间隔为 7:59:00-9:41:00，统计状态发生次数，结果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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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类型：上跳变，统计间隔为 7:59:00-9:40:00，统计状态发生次数，结果为：3；

 触发类型：下跳变，统计间隔为 8:00:00-9:40:00，统计状态发生次数，结果为：3；

 触发类型：总为真，统计状态持续时间（单位：秒），统计间隔为 8:00:00-9:40:00，结果为：

2100，总为真区间：8:00:00-8:05:00，9:00:00-9:25:00，9:35:00-9:40:00 共计 35 分钟，2100

秒；总为假与总为真统计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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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列表

统计任务：统计事件信息页面显示统计事件列表。

 统计事件名称、触发类型、触发信息、描述与新建统计事件的信息一致，请参考新建统计

事件；

 操作：

 编辑：

编辑统计事件的信息，若统计事件已绑定统计任务，仅可编辑统计事件描述信息，其

他信息不可编辑；

 删除

删除当前统计事件，若统计事件已绑定统计任务，不能删除；

4）搜索

可按照统计事件名称、触发类型以及描述进行查询；

5）删除

点击统计事件信息行左侧的复选框（下图红色区域），信息页面右上角<删除>按钮图标点亮，

点击<删除>将选择的统计事件进行批量删除，若统计事件已绑定统计任务，不能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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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计任务

系统根据用户设置的统计事件触发统计任务，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新建任务

选择[计算任务/实时统计任务]菜单，切换到“统计任务”页签，点击右上角<新建任务>按

钮；

1）新建对象属性统计任务

当统计项选择“对象属性”时，按照以下流程操作。

 新增对象属性任务

在新建任务页面，统计项选择“对象属性”，输入任务名称、描述，选择统计事件、统计

时间、对象属性数据源以及统计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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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用户定义的统计任务的名称；

 「描述」：对统计任务的描述，便于使用者记住其特性；

 「统计项」：选择对象属性，对对象属性值进行统计；

 「统计事件」：选择创建的统计事件，统计任务按照统计事件的设置条件进行统计，若统

计事件为表达式事件，仅能选择表达式的事件类型为“总为真”或“总为假”的事件，并

按照表达式事件设置的统计间隔和采样间隔进行统计；

 「任务开始时间」：统计任务开始的时间，不能选择当前时间之前的时间；

 「任务结束使能/任务结束时间」：勾选任务结束使能，用户可手动设置任务结束时间，未

勾选，统计任务不会结束；

 「对象属性」：点击<添加数据源>，用户根据需求选择对象属性，一次可选择多个对象属

性，对象属性只能选择数值型；

 「统计类型」：可统计周期内对象属性的瞬时值、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积分值及差

值；

 「统计开始时间」：统计的是每个统计周期的开始时的瞬时值与瞬时时间；

 「统计结束时间」：统计的是每个统计周期的结束时的瞬时值与瞬时时间；

 「最大值时间」：最大值对应的采样时间；

 「最小值时间」：最小值对应的采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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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条件统计任务

当统计项选择“事件”时，按照以下流程操作。

在新建任务页面，统计项选择“事件”，输入任务名称、描述，选择统计事件、统计时间以及

统计类型等；

 「名称」：用户定义的统计任务的名称；

 「描述」：对统计任务的描述，便于使用者记住其特性；

 「统计项」：选择事件，对事件的发生次数、持续时间和发生率进行统计；

 「统计事件」：选择创建的统计事件，统计任务按照统计事件的设置条件进行统计，若统

计事件为表达式事件，仅当事件类型表达式满足条件时，按照表达式事件设置的统计间隔

和采样间隔进行统计；

 「被统计事件」：当被统计事件选择表达式事件触发类型为“变化时”、“上跳变”、“下

跳变”，仅可选择统计状态发生次数；当被统计事件选择表达式事件触发类型为“总为真”、

“总为假”，仅可选择统计状态持续时间（单位：秒）和状态发生率。

 「任务开始时间」：统计任务开始的时间，不能选择当前时间之前的时间；

 「任务结束使能/任务结束时间」：勾选任务结束使能，用户可手动设置任务结束时间，未

勾选，统计任务不会结束；

 「统计类型」：可选择状态发生次数、状态持续时间（单位：秒）和状态发生率，状态发

生率=状态持续时间/统计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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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建实时统计任务

在选择插入统计数据前，需要在 supOS 中先增加实时统计任务，请参考《supOS 工业操作系统

软件用户手册》中的“计算任务/实时统计任务”章节内容说明。

 选中一个单元格，点击鼠标右键菜单/插入公式/实时统计；

 在弹出的“实时统计”窗口中数据源选择要插入的实时数据统计任务。

 每个统计任务有多个统计源及统计类型，通过下拉框选择你想要显示的统计源及统计类型，

每个单元格只能显示一个统计源的统计数据，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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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统计类型中有统计值以及统计时间，统计值和统计时间需要在同一行（填充方向：纵向填充）或同

一列（填充方向：横向填充）。例如统计瞬时值及瞬时时间的单元格需要在同一行或同一列，数据

才会对应显示。

4）信息列表

统计任务信息页面显示统计任务列表。

 统计任务名称、统计项、统计源、统计事件、统计类型、描述与新建统计任务的信息一致，请

参考新建统计任务；

 操作：

 编辑

可编辑统计任务描述信息、选择任务结束时间、修改对象属性及统计类型，其他信息不可

编辑；

 删除

删除当前统计任务；

5）搜索

可按照统计任务名称以及描述进行查询；

6）删除

点击统计任务信息行左侧的复选框（下图红色区域），信息页面右上角<删除>按钮图标点亮，

点击<删除>将选择的统计任务进行批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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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添加服务

 点击加号 选择添加服务；

 在弹出对象选择器中选择你要添加的对象服务，点击<确定>，对象服务添加完成；

 展开该对象服务，列表中显示服务的所有的输出参数，将输出参数拖动到单元格中；

 选中数据单元格，对其属性进行配置，数据添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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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源」：可切换该数据源下的其他输出参数；

 「填充方向」：选择纵向填充（默认）或横向填充；

 「最大个数」：显示数据的最大个数，范围是 1-500；

 「填充合并」：打开填充合并，填充方向上相邻单元格内容相同时会自动合并；

3.2 报表联动

以下为自由布局下的联动设置说明。

报表与按钮、搜索、输入框等控件进行联动，用来统计、查询、导出重要的数据，每个数据源

的输入参数都有一个对应的联动<open>按钮，在报表的参数栏点击<open>，在弹出的联动设置框中

设置数据源输入参数与控件的绑定关系。

3.2.1 历史数据联动

1. 日期绑定

报表中根据与日期参数绑定的时间控件的范围，展示对应时间段内的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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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日期绑定后的<open>，弹出“联动对象”对话框；

 设置初始值以及联动配置；

2. 联动对象

 初始值设置

设置报表历史数据的默认开始时间和默认结束时间。

 minDate：选择默认开始时间；

 maxDate：选择默认结束时间；

 联动配置

将时间参数与表单库中的日期控件进行联动，报表按照日期控件的时间显示对应的数据。

 选择左边的 minDate，在右边勾选想要绑定的日期控件，maxDate同理；

 点击<确定>，联动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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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时间控件必须设置组件名称才可进行选择，日期绑定的输入参数只能绑定日期控件。

3.2.2 表格数据联动

表格数据联动需要在编写查询语句时定义变量名，例如：select * from Table1 where name =

${username}，“${username}”作为该数据源的输入参数。

1. 模糊查询语句

 Mysql 数据库 demo

select * from tbl_dailyCostTable_dailyCostTable where device like concat('%','${装置}','%')；

 Oracle 数据库 demo

where t.BATCH_NO like '%'||${abc}||'%'

2. 查询结果

报表根据与输入参数绑定的控件的值进行查询展示。

 点击数据源名称后的<open>，弹出“联动对象”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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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初始值以及联动配置；

3. 联动对象

 初始值设置

设置报表数据的默认输入参数。

 联动配置

将输入参数与表单库中的控件进行联动，报表按照控件输入的内容查询显示对应的数据。

 选择左边的输入参数，在右边勾选想要绑定的控件；

 点击<确定>，联动设置完成。

3.2.3 服务数据联动

服务绑定需要在编写服务脚本时设置服务的输入参数，并将输出值类型设置为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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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运行期报表根据与输入参数绑定的控件的值进行查询展示。

1. 查询结果

 点击服务名称后的<open>，弹出“联动对象”对话框；

 设置初始值以及联动配置；

2. 联动对象

 初始值设置

设置报表数据的默认输入参数。

 联动配置

将输入参数与表单库中的控件进行联动，报表按照控件输入的内容查询显示对应的数据。

 选择左边的输入参数，在右边勾选想要绑定的控件；

 点击<确定>，联动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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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突显满足条件的单元格

可以对单元格的内容进行逻辑判断，单元格内容根据逻辑判断规则用不同的颜色进行标注。

匹配内容 高亮效果

文本

 单元格填充色

 文本色

 单元格边框色

日期

重复项

单元格值

基于多个单元格的对比或统计结果

3.4 添加内置函数-日期

选中一个单元格，点击鼠标右键菜单/插入公式/内置函数，在弹出的“内置函数”窗口中选择

时间粒度、数据格式、填充方向及填充个数，即可插入日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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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单元格函数应用-同 excel

常见的 excel 函数（如 VLOOKUP，if 等函数都可用），可参看百度了解 excel 的应用；

如：if函数的应用

3.6 冻结行/列

当报表内容过多的时候，可以通过冻结行/列来实现部分区域数据的滚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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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功能如下：

3.6.1 冻结窗格/取消冻结窗格

冻结窗格：通过冻结某单元格可以快速实现冻结多行或多列；

操作步骤：

 选中单元格

根据要冻结行与列确认单元格位置；如想冻结第一行第一列（1 行 A 列），则应该选择 B2

单元格；

 点击‘冻结窗格’

 冻结成功

单元格上下出现较其他边框较粗的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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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冻结窗格：操作步骤：

 选中单元格；

 取消冻结窗格；

3.6.2 冻结首行/首列

 固定报表首行内容；用于解决上下翻页时，首行表头因翻页而丢失的情况；

 固定报表首列内容；用于解决左右翻页时，首列信息因翻页而丢失的情况；

冻结首行/列的操作步骤：

与冻结窗格相比，直接点击‘冻结首行’或‘冻结首列’即可，无须先选中单元格；取消冻结

的操作也同样；

备注：冻结行与冻结列可以同时使用；如下图冻结前两列与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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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父窗格

父窗格是将选中的单元格（子窗格）与自定义的父窗格进行相对绑定，目的是使子窗格与父窗

格保持动态一致；常用于交叉报表、动态扩展的多行/列数据关系绑定，以及样式调优；

 左父格

只设置左父格，子格会跟随左父格的填充方向与填充个数进行填充，且相对位置不变；

 上父格

只设置上父格，子格会跟随上父格的填充方向与填充个数进行填充，且相对位置不变；

 同时设置左父格与上父格

子窗格上生成的数据会根据其父格进行过滤，生成符合交叉报表逻辑的结果集。

3.7.1 操作流程

以下操作过程以左父格举例，上父格同理操作。

 报表填充方式设置为插入；

 目标父窗格一般为某个有填充公式的单元格，例如历史数据公式，表格数据公式，服务数

据公式，日期函数；

 选中需要设置父窗格的单元格（子单元格），在父窗格配置区域中选择自定义，填写目标

父窗格所在的行号和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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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数据自动去重并平均分布。每个列之间默认无关联关系，关系数据需设置父窗格才能正确显示。

3.7.2 合并（表格数据、服务数据）中使用父窗格

 属性中设置填充合并，填充方向上相邻单元格内容相同时会合并；

 在父窗格的合并区域内，子窗格才会合并；

 设置绿色窗格为灰色窗格的父窗格；

3.8 Sum求和扩展填充的数据-聚合公式

3.8.1 应用场景

当对采用横向或纵向填充方式展示的数据进行统计计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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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示例

3.8.3 操作步骤

 设置报表的填充类型为插入；

 需要求和的单元格（D5 单元格）设置基本函数求和公式“=SUM(D4）”；

（备注：求和的范围是 D4）

 设置聚合公式

选中 D5 单元格，设置聚合公式为自定义，输入列 D，行 4（即横/纵向填充的单元格）；

 运行期显示结果如下

D5 单元格显示 D4 填充数据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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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sum求和的单元格值必须为数值型，不能为字符串；

否则合计单元格在报表导出时值为 0，数据错误。

 举例-D4单元格的数据：

 错误示范：

SELECT concat(round(a.dataValue*100,2),'%') as dataValue

FROM tbl_table_product_yield_product_yield

说明：concat(round(a.dataValue*100,2),'%')为字符串型

 正确示范：

SELECT round(a.dataValue,2) as dataValue

FROM tbl_table_product_yield_product_yield

说明：百分比数据可通过报表单元格格式处理；

3.9 操作栏

操作一栏提供了对关系型数据库中的数据更新或删除的操作，设置了操作栏属性的单元格可作

为一个保存或删除按钮。运行期在报表中编辑关系库数据后，点击该单元格，可对编辑的内容进行

保存；也可直接点击该单元格，删除该条数据。

3.9.1 操作流程

 在报表中选中一个空白的单元格作为操作的按钮；

 设置操作的属性：

填充数据的对应操作按钮需要设置父窗格才能每行显示对应的操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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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名」：需要填报的字段对应的数据库表名，与数据源获取数据对应的表名一致；

 「数据源」：需要填报的字段对应的数据源名称；

 「操作类型」：选择更新，运行期点击该单元格可对编辑的内容进行保存；选择删除，

运行期可删除该行（列）数据，操作类型为“删除”时，操作范围只能选择“行”，

不能删除全部的数据；

 「操作范围」：选择行，只能对所在行的数据进行保存或删除；选择全部，可保存所

有编辑后的数据；

 「文本」：按钮对应的文本，例如可输入“保存”等等；

 配置用户编辑权限：

选中需要填报的单元格，点击格式/单元格格式/权限/角色，设置权限为读写权限，才能对该单

元格内的数据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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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报表的运行时可编辑按钮；

 用户在运行期，可双击单元格对报表中的数据进行编辑，然后点击操作按钮，可对数据进行对

应的操作，数据库表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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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报表打印、导出

3.10.1 报表打印

组态期添加打印按钮，添加单击事件，并编辑脚本，运行期点击该按钮，可跳转至打印页面进

行报表打印。

var report = scriptUtil.getRegisterReactDom('htDiv55').report;

report.doPrint();

3.10.2 报表导出

组态期添加导出按钮，添加单击事件，并编辑脚本，运行期点击该按钮，即可导出报表数据。

var report = scriptUtil.getRegisterReactDom('htDiv55').report;

report.doExport('xlsx');

3.11 报表填报

报表填报功能提供了对报表中的数据更新或删除的操作，设置了操作栏属性的单元格可作为一

个保存或删除按钮。运行期在报表中编辑数据后，点击保存单元格，可对编辑的内容进行保存；也

可直接点击删除单元格，删除该条数据。

3.11.1 关系型数据填报

 设置报表属性

填充类型选择“插入”，打开报表的“运行时可编辑”按钮；

 添加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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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库表中的数据绑定报表的单元格；

 设置主键

选中数据表中的数据单元格，属性配置中设置某个或多个字段为数据主键，主键作为数据

唯一判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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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按钮

在报表中选中一个空白的单元格作为操作的按钮，设置操作按钮的属性；

 「表名」：需要填报的字段对应的数据库表名，与数据源获取数据对应的表名一致；

 「数据源」：需要填报的字段对应的数据源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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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类型」：选择更新，运行期点击该单元格可对编辑的内容进行保存；选择删除，

运行期可删除该行（列）数据，操作类型为“删除”时，操作范围只能选择“行”，

不能删除全部的数据；

 「操作范围」：选择行，只能对所在行的数据进行保存或删除；选择全部，可保存所

有编辑后的数据；

 「文本」：按钮对应的文本，例如可输入“保存”等等；

 配置用户编辑权限

选中需要填报的单元格，点击格式/单元格格式/权限/角色，设置权限为读写权限，才能对

该单元格内的数据进行操作；

 数据编辑

用户在运行期，可双击单元格对报表中的数据进行编辑，然后点击操作按钮，可对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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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应的操作，数据库表同步更新；

提示：

若在填报时修改了某一行的主键字段的数据保存后，需要刷新当前页面再修改该行其他的字段数

据，否则无法执行成功。

设置操作按钮的父窗格为主键窗格，操作按钮才会与数据行一致。

第四章 常见应用场景

4.1 需要设置单元格数据权限的场景

4.1.1 场景举例

某公司生产管理页面存在许多二级报表，且不同角色的用户又具有不同的操作权限，如管理人

员可以修改维护数据，终端用户只有查看权限。故，需对报表设置单元格数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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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需要将线下 excel报表线上化展示的场景

4.2.1 场景举例 1

某石化公司车间班报-需要动态展示当天进出物料清单及各物料的量，另外还需要物料顺序及报

表样式必须与终端用户的习惯保持一致；故，需涉及绑定关系型数据库、纵向填充，父窗格应用；

4.2.2 场景举例 2

车间日报-红框内数据同时需匹配物料名、日期。涉及报表绑定查询参数及交叉报表的使用；

4.2.3 场景举例 3

某企业加热炉热效率表-不同类型的数据（如实时位号、supOS 关系型数据库及第三方数据库）

通过单元格进行四则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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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场景举例 4

交接班报表-报表需要包含实时位号信息、数据库数据及手工填报的信息；

（备注：该交接班报表的保存是整表保存，非每个单元格内容都保存）

4.2.5 场景举例 5

固定成本的维护-需要直接对数据库进行操作（修改或删除)。涉及报表在线填报及权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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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录：相关说明

5.1 附件 1：交叉报表

5.1.1 应用场景

需要统计一定时间段内所有发生过进出的物料名称，及其在各天的进出情况

5.1.2 情况描述

每个月会发生进出的物料种类不定，可多可少；

5.1.3 配置一：数据填充类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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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配置二：报表页面配置（sumnum 为进出的值）

5.2 附件 2：添加服务时报 JSON格式不对的处理方法

(1) 定义服务返回格式为 JSON 格式；

var ArrayList = Java.type("java.util.ArrayList");
var result ={

list: new ArrayList([{ value:totalRes}])
};
result;

(2) 在服务内调试结果的值粘贴到“返回格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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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版本更新一览表

文档信息 适配 supOS 版本 更新说明 编著 授权用户

V1.0（20200501）supOS-V2.70.01.06-C 第一次正式发布蓝卓工程团队 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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