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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指导应用管理员如何发布报表和操作员如何查看报表。 

1.2. 预期读者 

应用管理员、操作员 

2. 报表管理介绍 

目前Moia Visual支持IBM COGNOS报表、SmartBI报表、FineReport报表、

FineBI报表、电子报表、UReport报表。 

下面针对不同的报表类型举例说明报表发布及查看操作。 

2.1. IBM COGNOS报表 

以COGNOS自带的《资产负债表》为例: 

整体流程：1、配置IBM COGONS报表服务器 

   2、发布COGNOS报表 

   3、查看COGNOS报表 

2.1.1. 配置 IBM COGNOS 报表服务器 

 

使用系统管理员（admin）登陆管理平台，点击资源管理->报表服务器菜单，

新增COGNOS报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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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类型：IBM COGNOS 

服务器版本: 报表服务器版本号 

服务器标识：服务器的唯一标识 

服务器名称：服务器名称 

网络IP地址：服务器所在网络IP地址 

连接端口：  IBM COGNOS服务器的连接端口 

用户类型：  系统用户（使用登陆Moia Visual的用户作为登陆服务器的用

户）、指定用户（使用指定的用户作为登陆服务器的用户） 

连接用户：  指定用户填写的用户名称。 

连接密码：  指定用户填写的用户密码 

名字空间：  连接到的IBM COGNOS服务器的名称空间（该名称空间必须与

COGNOS服务器的名称空间相同。） 

Session超时：设置session超时时间 

连接路径：  cognos连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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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URL ： 服务器的网关URL 

服务器描述：服务器的描述信息。 

配置成功后点击测试连接，若连接成功即可保存此报表服务器。 

2.1.2. 发布 cognos 报表 

1. 选择报表服务器（上一步配置的报表服务器） 

 

 

2. 在左侧报表列表树中选择需要发布的报表，这里使用《资产负债表》为

例。 

 

 

选择报表后，右侧会自动生成发布报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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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名称：运行平台展现的报表名称。 

报表目录：报表存在的目录，报表目录在【报表管理】中可以配置。 

参数模板：报表关联的查询条件，以参数模板形式关联。参数模板具体配置请

参阅《参数管理应用手册》。请注意参数模板中参数标识要与报表参数名称保持

一致。(注：workspace类型暂不支持参数模版) 

报表频度：用户根据报表自行选择报表频度（如年报，季报等）。 

报表排序：报表的排列顺序。 

打开方式：根据报表类型，选择不同的打开方式。 

      Viewer—所有Cognos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开发的报表 

      Analysis—使用Cognos Analysis Studio打开 

      Dashboard—使用Cognos Dashboard打开 

      Query—使用Cognos Query Studio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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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路径：报表在cognos中发布的路径。 

所属部门: 用户自行填写 

负责人：用户自行填写 

报表描述：报表的描述信息。 

填写完上述信息。点击【发布】按钮，发布成功后需要为报表分配权限（在权限

管理中也可以分配报表权限）。 

 

2.1.3. 报表权限同步 

将Moia Visual中的报表权限同步到COGNOS，使得两边有相同的权限，以保

证用户直接访问COGNOS时的权限控制。操作如下图。 

 

 

2.1.4. 报表关联 

报表关联指的是将多张COGNOS报表关联成Moia Visual中的一张报表，Moia 

Visual运行时通过关联参数决定最终执行哪一张COGNOS报表。 

常用情况：COGNOS中三张报表“XXX日报”、“XXX月报”、“XXX年报”， Moia 

Visual中只有一张“XXX报表”，关联时使用“频度参数”作为关联关系，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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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用户来说只看到一张报表，通过选择“频度”实际上查看的是三张报表。 

注：频度参数标识必须以”_RPT_RELATION”结尾。 

配置过程举例： 

1. 准备参数模板 

参数：参数名必须以 _RPT_RELATION 结尾 

 
参数模板 

 
2. 发布报表 

发布并分配权限。这里发布的报表作为关联报表的”目标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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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报表关联 

源报表是最后要跳转的报表 

源报表类型对应参数里的参数值 

目标报表是上面发布的报表 

 
注：当查看目标报表时，根据目标报表+源报表类型 找到对应的报表。如果没有则查看

目标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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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martBI报表 

2.2.1. 配置 SmartBI 报表服务器 

 

2.2.2. 发布 SmartBI 报表 

注意： smartBI中的页面报表仅支持公有参数，不支持私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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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FineReport报表 

2.3.1. 配置 FineReport 报表服务器 

 

服务器类型：FineReport； 

服务器版本：该服务器版本号； 

服务器标识：唯一标识此服务器的英文代码； 

服务器名称：服务器的中文名称； 

用户类型：  系统用户（使用登陆Moia Visual的用户作为登陆服务器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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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指定用户（使用指定的用户作为登陆服务器的用户） 

连接用户：  指定用户填写的用户名称。 

连接密码：  指定用户填写的用户密码 

连接路径：  FineReport连接路径 

网关URL ： 服务器的网关URL 

服务器描述：服务器的描述信息。 

配置成功后点击测试连接，若连接成功即可保存此报表服务器。 

2.3.2. 发布 FineReport 报表 

选择报表服务器之后，如下图，选择报表服务器之后，点击需要发布的报表，

将自动保存报表名称和报表路径。 

 

2.4. FineBI报表 

同 2.3 

注：FineBI对外部参数支持有限。FineBI报表分为FineIndex、FineDirect

两类。 参数的传递是FineDirect区别于FineIndex的一个功能，该功能是通过参

数的创建传递来实现部分指标的过滤，FineIndex不支持参数传递，FineDirect

仅支持数据集层的参数。页面其他参数组件配置的参数同样不支持。 

因此，MoiaVisual参数模板仅支持FineDirect数据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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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电子报表 

2.5.1. 配置电子报表服务器 

使用系统管理员（admin）登陆管理平台，点击资源管理-》报表服务器菜单，

新增电子报表服务器。 

 

服务器类型：电子报表 

服务器标识：唯一标识此服务器的英文代码 

服务器名称：服务器的中文名称 

连接路径：电子报表存放的路径 

服务器描述：服务器的描述信息。 

2.5.2. 发布电子报表 

电子报表一般以文件的形式存在（如 XTBG007.mht 就是cognos导出的报表） 

使用应用管理员登陆应用系统，点击 数据展现->报表发布，选择报表服务

器为电子报表。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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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报表路径或名称可使用参数值进行替换。如果报表的存放路径有一

定的规则，则可以使用参数模板来替换。 

例子： 

某报表存放在某服务器上，路径为 00001\20110101\file1.doc 

其中“00001” 为机构编号，“20110101”为日期编号，file1.doc为文

件名称。那么该文件的路径可以创建两个参数，“00001” 可以映射为

“#branch_no #”，“20110101”可以映射为“file_date”， 文件名可以映

射为“*”，这样用户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参数值来查看不同目录的报表。\ 

2.5.3. 电子报表查看 

在业务端“公共报表”点击发布的报表即可下载查阅。若存在参数，可根据

参数筛选查询电子报表，进行下载查阅。 

 

 

2.6. UReport报表 

2.6.1. 配置 UReport 报表 

 

服务器类型：U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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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版本：该服务器版本号； 

服务器标识：唯一标识此服务器的英文代码； 

服务器名称：服务器的中文名称； 

连接路径：  UReport连接路径 

网关URL ： 服务器的网关URL 

服务器描述：服务器的描述信息。 

 

注：UReport报表暂时不支持用户、权限验证。 

2.6.2. 发布 UReport 报表 

选择报表服务器之后，如下图，选择报表服务器之后，点击需要发布的报表，

将自动保存报表名称和报表路径。 

 

2.7. 报表权限 

所有报表发布完毕之后都需要赋予业务角色权限，给予权限之后，拥有该角

色权限的用户就可在业务端查看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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