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睿思报表用户操作手册                            北京睿思科技有限公司(www.ruisitech.com) 

 

 

 

 

 

睿思报表 

用户操作手册 

 

 

 

 

 

 

北京睿思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http://www.ruisitech.com 

 



睿思报表用户操作手册                            北京睿思科技有限公司(www.ruisitech.com) 

目录 
引言 .................................................................................................................................................. 3 

简介........................................................................................................................................... 3 
安装与配置 ............................................................................................................................... 3 
基本概念 ................................................................................................................................... 4 

创建简单的报表 ............................................................................................................................... 4 
创建新报表 ............................................................................................................................... 4 
创建数据源 ............................................................................................................................... 5 
构建数据集 ............................................................................................................................... 6 
构建表格 ................................................................................................................................... 8 
报表预览 ................................................................................................................................. 10 
报表格式化 ............................................................................................................................. 11 
报表保存 ................................................................................................................................. 12 

报表布局器介绍 ............................................................................................................................. 12 
修改布局 ................................................................................................................................. 12 
移动组件 ................................................................................................................................. 13 

报表组件介绍 ................................................................................................................................. 14 
标签......................................................................................................................................... 14 
文本......................................................................................................................................... 15 

创建组件 ......................................................................................................................... 15 
显示动态内容 ................................................................................................................. 15 

图片......................................................................................................................................... 16 
图表......................................................................................................................................... 17 
表格......................................................................................................................................... 20 

构建表格 ......................................................................................................................... 20 
编辑表格 ......................................................................................................................... 21 
映射数据 ......................................................................................................................... 22 
数据合计 ......................................................................................................................... 22 

交叉表..................................................................................................................................... 23 
创建立方体 ..................................................................................................................... 23 
创建交叉表 ..................................................................................................................... 26 
注入数据 ......................................................................................................................... 26 
自动合计 ......................................................................................................................... 27 

其它内容介绍 ................................................................................................................................. 28 
参数......................................................................................................................................... 28 

创建参数 ......................................................................................................................... 28 
绑定数据集 ..................................................................................................................... 31 

视图......................................................................................................................................... 33 
错误......................................................................................................................................... 33 
导出......................................................................................................................................... 34 

 

 



睿思报表用户操作手册                            北京睿思科技有限公司(www.ruisitech.com) 

 

引言 

简介 

报表工具作为企业商业智能系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对企业数据仓库中整合的各

主题域业务数据，按照业务运营管理要求，面向企业总部、省分、地市各级部门，快速提供

准确、全面、灵活的体现公司业务运营实际的数据信息，为决策支持、业务管理提供有效的

数据信息支撑。 

睿思报表工具使用 B/S 架构、纯 java 编写，服务端程序可以在 Window、Linux、Unix 等

多个系统上运行，客户端无需安装，用户只需使用 IE、firefox 等浏览器就能设计、浏览、打

印报表。功能强大、灵活，使用简单。 

睿思报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报表设计，主要用来构建报表；二是可以加到你应用

服务的运行期组件。睿思报表同时也提供一个图形报表制作引擎。拥有和 Dream weaver 一

般的操作界面，可以像画 table 一样画报表，也可以生成图片，导出 Excel Html。 睿思报表

设计器包含标签、文本、图片、分析图、表格、交叉表等多种展现组件，对于不同的业务需

求按不同的形式展现数据，提高了数据可视化程度，能帮助管理人员快速做出决策。报表运

行时组件具有导出、打印、鉴权等功能，提升了系统的可用性和数据的安全性。 

安装与配置 

系统提供 WAR 安装包，下载的包名为 report.war，在进行睿思报表工具安装之前，请确

定您的计算机环境是否已经具备。 

1. JDK1.6 及以上版本 

2. Tomcat5 及以上版本 

如果 tomcat配置成功并能进行访问，请把 report.war包放入 tomcat的TomcatXX\webapps

目录下，重启 tomcat后，通过浏览器输入 http://127.0.0.1/report/webreport/ReportMain.action

访问报表设计器，如果能看到报表设计器页面（如下图所示）既证明睿思报表工具已经安装

完成，您可以开始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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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思报表设计器页面） 

基本概念 

数据源：数据的来源，或提供者。如 xml 数据源、JDBC 数据源等。 

数据集：数据集合，它必须与数据源关联，可以理解为查询的结果。 

立方体：数据立方体是一类多维矩阵，让用户从多个角度探索和分析数据集，通常是一次同

时考虑三个因素（维度）。  

报  表: 报表可视为是针对一组数据集的表现形式， 

报表项：而报表项这是这个表现式的某个具体的单元。 

报表、数据集、数据源三者间的关系：数据源 ---> 数据集 ---> 报表。  

报表参数：查询参数的表现形式，使用它可以构建更灵活的报表。  

模板和库：主要用于复用报表设计，提高报表开发的效率。 

创建简单的报表 

创建新报表 

您创建的报表都放在睿思报表工具【对象面板】的【报表】选项卡中，我们这里从空白

报表设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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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菜单栏【新建】按钮，我们就能创建一张空白报表。 

 

创建数据源 

在【操作面板】中开始设计报表之前，构建报表数据源以将报表连接至数据库或其他类

型的数据源。构建数据源时，要指定驱动程序类、数据源名称和其他连接信息，后边将有详

细介绍。这里我们使用的是已经配置为与报表设计器配合使用的样本数据库 Classic Models。

不需要对此样本数据库指定连接信息。 

1. 选择菜单栏的数据按钮，点击【创建数据源】，如下图所示： 

 

2. 在弹出的创建数据源对话框中录入数据源的相关信息，主要包括数据源名称、数据

源类型、连接字符串、连接用户名、连接密码等内容。 

 

3. 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测试连接】按钮，测试当前配置的数据源连接信息是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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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如果测试通过，点击【确定】按钮，数据源就创建好了，在【对象面板】的【数据】选

项卡中，我们能看到刚才已经创建好的数据源对象。 

 

构建数据集 

现在，您就可以开始构建数据集了。数据集标识要从数据源检索的数据。如果报表连接

至 JDBC 数据源，则使用 SQL SELECT 语句来标识要检索的数据。 

1. 选择菜单栏的数据按钮，点击创建数据集。 

 
2. 页面弹出创建数据集对话框，对话框主要包含数据集名称、数据集所属数据源、查

询字符串等内容，按照实际需求录入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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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对话框【确定】按钮，在【对象面板】的【数据】选项卡中，能看到我们刚才

创建的数据集，如下图所示： 

 
4. 在对应的数据集上点击右键会弹出右键菜单，右键菜单主要包括新增、修改和删除

当前数据集的操作，点击编辑菜单，您能对刚才新建的数据集进行进一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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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辑数据集面板包含【基本信息】、【字段信息】、【数据集筛选】、【数据预览】等多

个选项卡，关于选项卡的内容，我们会在后面的内容中介绍。 

构建表格 

1. 新建表格，从【对象面板】的【组件】选项卡拖拽【表格】到操作面板中即可构建

一个表格组件。 

 

2. 编辑表格，在表格组件上单击右键、表格的右键菜单包含了对表格组件进行操作的

所有功能，我们通过【插入列】来扩展表格的列数到 5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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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列前） 

 

（插入列后） 

3. 映射数据，从【对象面板】的【数据】选项卡中拖拽刚才您刚才创建的数据集字段

到表格的单元格中。 

 

4. 编辑表头，在表格的表头单元格里点击右键，选择编辑按钮，填入表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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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表头编辑界面） 

 

（完成表头编辑后界面） 

至此，一个简单的报表已经编辑完成，后面还包括报表预览、报表保存等内容。 

报表预览 

点击菜单栏【运行】菜单的【预览】子菜单，您能够预览刚才设计的报表，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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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格式化 

报表格式化能够对报表中显示的数字，日期等内容进行格式化输出，让您的报表更加美

观易用，点击表格组件需要格式化输出的单元格，在【属性面板】中出现关于当前单元格的

属性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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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置】属性上选择 right，在【数字格式】属性里输入#,###，点击【应用】按钮完

成属性配置。 

同时，您还能在【属性】面板里设置关于表格分页、是否导出等其他内容。 

报表保存 

点击报表菜单栏的【保存】按钮、即可把我们刚才设计的报表保存到【对象面板】的【报

表】选项卡中，我所有设计的报表都会保存到此目录中，我们可以在这里对报表进行【编辑】、

【重命名】、【删除】等操作，通过右键菜单进行。 

 

（报表保存对话框） 

 
（报表右键菜单） 

报表布局器介绍 

修改布局 

布局器是指报表组件在【操作面板】里的组织方式，点击菜单栏的【布局】菜单即可对

布局器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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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置 5 种组件布局方式，当前选中的默认布局方式为第一种，点击其他布局方式，

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当前报表的布局方式会切换到您选择的布局方式下，而布局器中所

有已经选择的组件会默认放入新布局器的第一格中。 

移动组件 

选中需要移动的组件，点击【右键】，选择【移动】菜单，即可对当前组件进行任意的

移动了，组件可以移动到报表布局器的任何位置，放下鼠标后该组件就不能移动了，如果想

要重新移动组件请您再在组件上点击【右键】，选择【移动】菜单重新移动组件。 

 

（开始移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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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移动中) 

 

（组件移动完成） 

报表组件介绍 

标签 

标签组件是一个能够向里面输入文字的组件，它只能显示静态文本，不能显示动态内容，

不支持换行，一般标签组件用来设置页面标题，一句话介绍等内容。 

从【组件】选项卡拖拽【标签】组件到【操作面板】，您即可为报表创建一个标签组件，

如下图所示： 

 

组件放入操作面板后，焦点会自动聚焦到标签组件上，等待您输入文本内容，输入完成

后，鼠标点击标签组件外任何地方，自动保存您刚才输入的文本内容。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在标签组件上点击右键，再点击编辑菜单对组件文本内容进行编辑。 

当您选中当期的标签组件后，右边的【属性面板】会自动更换为当前选中组件的属性面

板，您可以通过属性面板修改字体大小、位置、高度、颜色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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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文本组件和标签组件很相似，都是用来存放文本内容的，不过文本组件不同于标签组件

的地方是在于文本组件可以存放大段文字，文本组件能绑定数据集，显示动态内容。 

创建组件 

从【组件】选项卡拖拽【文本】组件到【操作面板】，您即可为报表创建一个文本组件，

如下图所示： 

 

录入需要显示的文本内容，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文本组件的创建。 

显示动态内容 

在【操作面板】中选中刚才您新建的文本组件，在【属性面板】中【数据集】属性选择

组件需要绑定的数据集，点击【应用】按钮完成数据绑定。 

再选中文本组件并点击【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编辑】按钮，这时您看到的界面

和刚才新建的时候界面不一样了，多了动态字段等内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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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需要显示的动态字段到文本内容中，比如选择【month_id】【fdname】【m_name】

【amt】到文本框中，表示当前月份的某个分店某个菜的收入是多少，如下图所示： 

 

点击菜单栏【预览】菜单，执行效果如下图： 

 

图片 

图片组件主要用来向报表中嵌入图片，图片来源可以是互联网资源，也可以是本地图片。

拖拽【组件】选项卡中的【图片】组件到报表【操作面板】中来创建图片组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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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从本地文件上传】，演示如何把本地图片文件放入报表中。您能看到下面出现文

件上传按钮，选择你要上传的图片文件，点击【上传】按钮即可把您的本地图片文件传入服

务器中。点击【确定】按钮，把您当前选择的图片放入报表中。 

图表 

图表主要包含曲线图、柱状图、饼图、面积图、散点图等内容，通过图表组件能为报表

创建这一系列的图形。 

从【组件】选项卡拖拽【图表】组件到【操作面板】中，即可为当前报表添加一张图表，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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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构建过程采用向导式，主要包含图表类型选择、图片数据映射、图表参数配置等三

部分，当前以曲线图为例，选择曲线图，点击【下一步】。 

 

这一步主要为图形绑定数据信息，先从【数据】里选取刚才您建立的数据集，数据集的

字段会列在下方，再拖拽需要显示的字段到图形【横轴】、【纵轴】、【图例】等区域，完成图

形数据映射，图形的演示效果会实时的出现在右边图形预览区域，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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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步当中，您还可以对数据进行排序，设置聚合方式等操作，只需点击对应的

图标即可，完成图形数据设置后，点击【下一步】，进一步对图表进行配置，配置界面如下

图： 

 

【图表配置】选项卡主要包括了图形基本配置、横轴配置、纵轴配置等内容，能设置图

形标题、边框、图例、横轴名称、横轴显示方式、纵轴名称、纵轴显示方式、纵轴指标单位、

格式化等内容。 

点击【完成】按钮，完成对图表的配置过程，下图为图表组件在布局器中的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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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件上点击【右键】，选择【编辑】按钮，可以对图形组件进行重新编辑。通过图形

的属性面板，您可以修改图形的显示宽度、高度等内容。 

表格 

表格是报表系统中最常用的展现方式，几乎所有的数据都可以通过表格进行展现。睿思

报表工具当然也支持表格组件。表格组件由三部分组成，表头、表数据、表尾，表头可以进

行合并拆分，可以进行文本编辑，可以绑定数据集的字段；表数据只能用来映射表格的字段，

不能进行合并和拆分；表尾和表头相似，可以进行合并拆分，可以进行文本编辑，可以绑定

数据集的字段。表头及表尾绑定的数据集字段是聚合内容，只显示聚合后的一个值，而表数

据绑定的字段是列表形式，表数据的内容由数据源的数据动态生成。 

构建表格 

从【组件】选项卡拖拽【表格】组件到【操作面板】中即可为您的报表添加表格组件，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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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表格 

表格组件默认为 3 行 3 列，如果您觉得不够用，可以通过在表格组件上单击【右键】，

在右键菜单上选择【插入行】、【插入列】等菜单给表格组件添加新的行和新的列。 

在进行行列删除的时候，最好通过拖拽鼠标选择多行或者多列进行删除，这样系统能够

判断您是要删除行还是删除列，帮你把不需要的菜单禁止掉，减少删除错误的情况，如下图

所示： 

 

由于您选择了一列，系统知道您是要删除列，而帮您把删除行给禁用掉了。 

用鼠标拖选多个单元格后，点击【合并】菜单，能对当前表格进行单元格合并操作，在

合并的但与格上点击【右键】选择【取消合并】菜单，能把刚才合并的单元格恢复原样，如

下图所示： 

 

请注意，表头不能和表数据单元格进行合并，表数据也不能同表尾单元格进行合并，表

数据单元格自己也不能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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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数据 

从【数据集】或【立方体】中拖拽字段到表格中，即可为表格组件映射上数据。比如这

里从您刚才建立的数据集 mydataset 中拖拽字段到表格组件中的过程如下图： 

 

 在表头单元格上单击【右键】、选择【编辑】菜单，录入表头文本，录完后鼠标点击其

它任意位置，保存您所录入的表头数据，如下图所示： 

 

数据合计 

如果您想对销售收入进行合计，先从【数据集】拖拽【amt】字段到表尾指定位置，再

选择聚合方式为【sum】，过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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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自动会在表尾计算销售收入的合计项。 

刚才您所设计的报表最终效果图如下： 

 

交叉表 

交叉表是将来源于某个表中的字段进行分组，一组列在交叉表左侧，一组列在交叉表上

部，并在交叉表行与列交叉处显示表中某个字段的各种计算值。 

睿思报表定义的交叉表包含行标签、列标签、度量等三个区域，交叉表和一个立方体绑

定，立方体的维度可以拖入交叉表的行、列标签中，用来显示立方体中的维度列表，立方体

的度量可以拖入交叉表的度量区域，用来进行指标数据的聚合计算，比如计数、求和、求均

值、最大值、最小值等计算方法。 

创建立方体 

点击菜单栏的【数据】菜单，选择【创建立方体】子菜单即可创建一个立方体，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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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立方体之前一定要有数据集，立方体是基于数据集创建的。 

 

创建立方体对话框主要包含两个选项卡，一个是选择立方体所属的数据集，另外一个是

设置度量或维度。 

 

录入立方体名称，选择对应的数据集，即可完成第一步操作。点击【维和度量】，进入

立方体设置第二步，设置立方体的维度和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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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示主要从月份、分店等两维度来洞察销售收入和销售数量两个指标，所有我们左

边选中【month_id】，右边选中【维度】，点击【>】按钮，添加字段到维度，采用相同的办

法添加【fdname】到维度，添加【amt】到度量，添加【menu_cnt】到度量，效果如下图所

示： 

 

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对立方体的配置，在【数据】选项卡的【立方体】下，能看到您

刚才建立的立方体，蓝色表示字段类型为维度、橙色表示字段类型为指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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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交叉表 

从【组件】选项卡中拖拽【交叉表】组件到操作面板中来创建一个交叉表组件，交叉表

组件默认包含行标签、列标签、度量等三个区域，用来接收立方体的度量和维度，效果如下

图所示。 

 

注入数据 

点击【数据】选项卡，拖拽您刚才创建的【立方体】的度量和维度到交叉表的行列标签

及度量区域，来完成对交叉表的数据注入过程，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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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拖拽维度【month_id】到行标签，拖拽维度【fdname】到列标签，拖拽【sum(amt)】

到度量区域，实现通过月份、分店两维度来洞察收入情况的交叉表。点击维度及度量旁边的

按钮能实现对当前度量或维度进行修改，比如改名、度量格式化方法，度量单位设置、

删除、移动等功能。最终预览效果如下图所示： 

 

自动合计 

如果想要在月份维度上进行收入数据合计，只需要在【月份】维度上点击菜单按钮，勾

选【合计】菜单就行了。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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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能在月份维度上自动生成合计数据，如下图所示： 

 

其它内容介绍 

参数 

报表参数是报表运行时的输入条件，和数据集筛选结合后，能动态的限制数据集数据。

报表参数支持文本框、SELECT 框、日历框、单选按钮、复选按钮、树形参数、级联参数等

多种输入方式，同时支持设置默认值，在默认情况下不用选择参数也能生成报表。 

创建参数 

点击菜单栏的【数据】按钮，选择【创建参数】子菜单，进入创建参数对话框： 

 

创建参数对话框主要包括参数标识、显示名称、参数类型、默认值等内容，录入内容后

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参数创建，比如这里创建一个月份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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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成功的参数能在【数据】选项卡的【参数】分类下找到，同时也能在【视图】选项

卡的【页面参数】分类下找到，在您所创建的参数上点击【右键】，能对参数进行编辑、删

除操作。 

创建级联参数 

 点击【数据】菜单、选择【创建级联参数】子参数，进入创建级联参数对话框。如下图

所示： 

 

 级联参数由两个及两个以上参数构成，参数的数据来源于数据集，定义级联参数前先定

义参数数据集，比如我们这是配置省份及地域的联动，先创建地域及省份的数据集。 先录

入参数组件名称，点击右边【新建】按钮创建参数，录入参数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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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参数创建，以同样的方式创建地市参数，创建完成后效果如下图

所示： 

 
 创建完参数后，需定义参数级联关系，点击第二个参数（city），设置以 area_no 字段接

收第一个参数值，实现参数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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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效果如下图： 

 

绑定数据集 

把您刚才设置的参数和数据集绑定，能对数据集的数据进行动态限制，在【数据】选项

卡的【数据集】分类里，选择需要绑定的数据集点击【右键】，选择【编辑】按钮，在弹出

的【编辑数据集】对话框中点击【数据集筛选】选项卡，进入数据集筛选设置界面，效果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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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创建】按钮添加新的数据集筛选字段，在弹出的【添加筛选条件】窗口，【筛选

字段】选择 month_id，判断条件默认为=，筛选值点击 连接到参数，在参数中选择您刚才

创建的参数，筛选值类型选择字符类型，点击【确定】按钮完成筛选条件的创建。 

 

这样在报表预览时会多出查询条件选择的按钮，通过改变查询条件的值，能动态改变报

表显示内容，执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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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您通过视图窗口能看到当前报表的参数及报表的已有组件列表，点击【视图】选项卡，

即可看到视图界面，如下图所示： 

 

通过该界面能看到您创建了一个查询月份的页面参数、页面组件包含交叉报表、标签组

件等内容，在参数上点击【右键】菜单能对参数进行编辑、删除等操作，在页面组件点击【右

键】能在布局器中选择该组件。 

错误 

错误面板用来显示当前报表在设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错误信息，提示给用户帮助用户进

行修改，在错误信息未被修改前，页面不能进行预览操作。点击菜单栏的【错误】菜单，能

弹出错误信息对话框，界面如下： 

 

通过提示您能够了解到，图形组件设计过程存在问题，需要修改问题后再预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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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通过导出功能，系统能把您设计的报表导出成 HTML 界面、CSV 文件、EXCEL 文件、PDF

文件等多种格式文件，点击菜单栏的【导出】按钮，弹出【导出数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选择 EXCEL,点击【确定】按钮，数据导出到 EXCEL 文件中，导出的效果和运行时效果基

本一样，效果如下： 

 

打印 

 点击打印按钮通过浏览器打印当前页面内容。 

报表发布 

 报表设计完成后，点击菜单栏【运行】菜单，选择【发布】子菜单发布报表，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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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在报表发布对话框中，选择报表发布目录，录入报表名称，点击【确定】按钮发布报表，

如果名称存在直接覆盖以前报表，如下图所示： 

 

权限管理 

 报表权限体系采用用户、角色、报表三级关系，可以给用户分配报表，也可以给角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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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报表，报表权限分为浏览、导出、打印三种，授权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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