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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葡萄城 

葡萄城成立于 1980 年，是全球最大的控件提供商、微软认证的金牌合作伙伴和 Visual Studio Industry 

Partner 技术合作伙伴。葡萄城控件支持微软所有的技术平台，包括 Windows Forms, ASP.NET, MVC, 

Silverlight, WPF, Windows Phone，以及支持 HTML5，WinRT 和 WinJS 的开发工具。我们的控件为有

控件需求的开发人员而开发，让他们更专注于业务逻辑，在其他地方你无法找到如此强大的报表工具、与

Excel 有类似功能的表格控件、以及精心设计的商业智能工具和数据可视化工具。葡萄城的主要控件产品，

如 ComponentOne、Spread、ActiveReports 等在国际控件行业屡获殊荣，并且在全球被数十万家企业、

学校和政府机构等选择在他们的项目中使用。  

 

西安葡萄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是葡萄城集团在中国的主要研发机构，致力于为全球客

户提供先进的控件产品和服务，其开发的多代控件产品在亚洲和欧美市场占据领先地位。除向中国用户提

供自主研发的控件产品外，西安葡萄城还精选国外的优秀控件产品推荐给中国用户，已与文字处理控件的

市场领导者 TX Text Control、图像处理开发工具领域的全球领先产品 LEADTOOLS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独

家负责其全线产品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宣传、渠道建设和技术服务。 

 

二.  整体方案介绍 

1. 报表服务平台 

报表服务平台完全架构于业务系统之上，既可单独部署运行，形成跨集团多个业务单元的统一报表平

台；也能直接与现有业务系统集成使用，以弥补业务系统中报表功能的不足。需要解决企业信息化的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数据管理问题，包括：快速生成报表、跨业务系统的数据整合、用户及权限管理、固定办公和移

动办公人员需要、服务器环境的伸缩性、支持二次集成开发。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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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统一的报表管理中心 

报表管理中心承载着对来自不同业务单元的报表进行集中化管理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降低报表管

理的难度和成本。 

1、 报表按照业务单元进行组织管理 

来自不同业务单元的报表需要分类管理，以避免多个业务系统报表组织错乱的现象方式。在

ActiveReports 中提供按照类别对报表管理的功能，可将不同业务需要的报表进行分开管理，比如：按照

Finance、HR、Sales 单元进行管理，每个大的业务单元下能够创建多级子分类，以达到更精细的管理； 

2、 让业务人员能够自定制报表 

业务系统使用人员能够方便的创建报表，ActiveReports 提供的报表设计器，仅通过拖拽便可设计任意

复杂的报表，无需任何编程便能完成。而现有 OA、CRM、ERP 等业务系统中为用户提供的报表自定制功

能均比较弱、报表设计工具使用难度大、对软件开发技术要求高、需要具备较强的数据库和编写 SQL 语句

能力，甚至有的系统需要原厂商定制实施才能完成。 

3、 报表修改历史全程可追溯 

报表服务平台上线之后，不仅各个业务系统的负责人可以自定制报表，其对应的业务人员同样可以定制

自己需要的报表，并且报表的定制过程中有完整的历史版本备份、修改说明和修改人的信息记录，一旦我们

做了一些不正确的修改操作之后，能够第一时间联系操作人员，并能回滚到上一个正确的版本，以确保使用

该报表的人员在任意时候都能够获得准确无误的报表数据。 

1.2 打通多个业务系统数据壁垒 

在构建报表服务平台时，借助报表工具打通多个业务系统数据之间的壁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获取

数据之后我们就能进行任意的报表分析。现有业务系统数据主要是通过数据库存放，比如：SQL Server 和

Oracle，也有一些系统之外数据是通过 Excel 文件的形式进行保存，甚至在未来我们会通过业务系统之外

的数据上报采集基础数据。 

ActiveReports 报表平台具有多数据源抓取能力，可以轻松地将多种来源的数据融入到报表中，形成综

合的数据汇总、统计、分析能力。打破数据存放多样化带来的数据壁垒，为构建报表服务平台的最终成功做

好最底层的数据保障。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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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户、角色、权限管理中心 

报表服务平台构建之后，需要在平台内单独创建用户、角色和权限，同时也需要将业务系统中的用户、

角色和权限集成到平台中，以实现多系统的单点登录，降低新增系统带来的额外账户管理工作。 

1、 平台内账户管理 

借助 ActiveReports 报表平台内置的账户管理功能，可自行创建任意数量的用户，对用户按照角色进

行分组管理，并给不同角色设置不同报表和数据的使用权限。 

2、 系统集成账户管理 

目前企业都有多存在多套业务系统，这些系统均有自己的账户管理机制，而报表服务平台架构在这些系

统之上，我们要能够在报表服务平台中继续沿用这些账户信息，以避免在报表平台中重复创建相同的账户

信息，而且更便于业务人员记忆自己的账号。 

借助 ActiveReports 的自定义安全提供器，可以轻松将现有系统的用户、角色和权限与报表服务平台

集成，实现业务系统的单点登录。同时，与业务系统集成之后，还可以实现数据级别的权限控制。比如：普

通销售人员登录之后只能查看自己的销售数据，区域经理登录之后，可以查看所管辖区域的汇总数据，而集

团领导能够查看所有销售汇总数据。 

1.4 报表运行计划调度中心 

目前业务系统中报表均是请求之后才会生成，而我们一些固定周期的报表更希望在指定的时间自动生

成，然后通知报表查看者关注报表数据。比如，销售月报会按月统计销售数据，而这张报表应该在每个月的

第一天自动生成，然后以邮件共享文件等形式通知查收者进行查看。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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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固定办公和移动办公的需要 

企业大多同时存在固定办公和移动办公两类人群，而我们的平台要能够为这两类人群提供报表服务。一

种方案是分别为固定办公和移动办公人群分别制做不同的报表，另一种方案是依托于报表平台的功能，让

报表平台提供两个使用方式，而我们在报表设计时，只做一次开发。 

通过 ActiveReports 企业报表，在仅做一次报表开发的情况下，平台会自动识别访问设备是桌面电脑

还是移动设备，并提供与之对应的用户使用体验，比如：报表导航工具栏、数据过滤窗格等。 

 

针对移动办公人员的需要，ActiveReports 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包括： APP 和微信集成等方式，同时，

从长远规划来看，我们完全可以为终端用户开放更多交互功能，让用户有更好的使用体验。主要的移动解决

方案如下： 

1、 通过 APP 发布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普及，为在外人员提供了非常好的移动办公体验，而且将传统的应

用程序迁移至移动端已经成为主流趋势。ActiveReports 企业报表中提供了良好的移动端应用，无论是搭载

iOS 系统还是 Android 系统的智能设备，均可以通过 APP 直接访问服务器平台，真正实现随时随地获得报

表服务。而且，ActiveReports 的高性能报表引擎和轻量级的报表渲染机制，即便使用配置较低的移动设备

和网络较差的情况下，也能顺利加载报表。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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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方式上我们可以直接集成到企业 APP 中，做为企业 APP 整体应用的一项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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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微信集成发布 

微信的迅速普及，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之处，也在企业级系统中得到广泛的使用。

ActiveReports 企业报表提供强大的系统集成功能，能够与微信全面无缝集成，能够为报表查看者提供及

时的报表功能，全面优化用户的业务处理效率。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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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服务器配置和扩展能力 

对于构建一个全新的报表服务平台，希望整个平台的搭建过程简单化、自动化，并且有很好伸缩性和扩

展能力，比如：平台用户从 300 人上升到 1000 人时，能否解决用户并发量增大的问题。 

ActiveReports 报表完全采用向导式安装，全程无需手动配置，而且对环境依赖小，通过以下方式可以

让平台构建工作极其容易，且能随时应对用户并发增加出现的性能问题： 

 提供报表缓存机制，降低对服务器 CPU 资源的占用 

 通过运行诊断工具，可以全面监控系统运行状态 

 可配置任意数量代理服务器，及时、快速解决用户并发量激增时出现的性能问题，而且配置

代理服务器不会产生产品层面的费用 

 

1.7 报表服务器支持二次开发及扩展 

现有应用系统主要来源于直接购买和自行研发，针对直接购买的软件产品，可以通过厂商给我们定制实

施，但是整个项目周期会比较长，而且，任何新增需求都要依赖于实施厂商，很难对业务部门报表需求快速

响应；针对自行研发产品，现在信息中心已经不再保留直接的研发团队，更希望通过外包的形式做一些定

制。 

所以，在采用全新的报表服务平台时，必须要求平台提供二次开发的接口，如果我们相对平台做一些定

制开发，我们可以通过原厂商实施或者外包聘请技术工程师，这样我们的项目周期更好管理，时间更加灵

活。 

2. 报表模块 

报表模块主要是弥补业务系统报表样式固定，无法满足自定义报表的需求问题。而报表平台提供的报表

工具是否能够真正解决我们这一难题，需要对报表工具是否易用、支持的数据源是否丰富、数据源组织是否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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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所能设计的报表功能是否多样等因素进行评估。 

2.1 报表设计器 

报表设计器是否易用到能够让业务人员自行设计报表，这是构建报表平台非常关键的因素。

ActiveReports 报表设计器仅通过拖拽操作就可完成全部报表设计工作，并且提供各种辅助设置对话框，加

上 ActiveReports 报表设计器内置丰富的报表元素（图表、地图、表格、矩表、条码等），所有操作所见即

所得，对使用者来讲无需进行太多学习便能快速上手。 

1、 拖拽设计，无需编码 

 

2、 所见即所得，方便修改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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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置控件丰富，报表设计简单 

 

2.2 报表数据源 

在 ActiveReports 报表设计器中，可以直接使用来自数据库、Excel 文件、XML 文件等多种数据，并

提供可视化的数据源设计工具，无需手动编写 SQL 语句，还支持在同一个报表中加载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

据。 

1、 支持多种数据源，便于数据整合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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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视化数据源查询设计器，无需掌握数据库知识 

 

2.3 报表功能 

1、 业务明细报表 

业务报表主要用途分为明细输出、汇总统计、打印和导出的需要，ActiveReports 设计器可以快速开发

报表模板，并提供丰富的打印（直接打印、预览打印、套打等）和导出（Excel、Word、PDF、HTML 和图

片等）功能。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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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表布局来看，ActiveReports 提供了表格、列表、矩阵、地图、图表、二维码等元素，可实现任意

布局的报表设计。 

 

而且，针对中国式复杂报表开发，提供了自动行、列扩展，跨区域行、列头合并、表角斜线、连续单元

格合计、非连续单元格合计、分片多数据源绑定等功能，让业务人员也能设计复杂的中国式报表。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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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 Excel 中的数据透视表也可借助矩表控件快速实现，为报表用户提供多维的数据分析能力。 

 

 

类似 Word 文档的报表，ActiveReports 可以轻松实现富文本、表格、图片动态合并功能，实现首页、

尾页和内容不同的页眉页脚功能。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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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策分析报表 

随着企业信息化程度不断深入，业务相关系统和报表已经能够满足现有需求，并在各个业务系统中积累

了大量的数据。那么，在大数据时代如何通过数据挖掘，为企业管理层和决策层带来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通

过数据来辅助决策的制定，已经成为大多数企业的需要。 

然而，传统的业务报表以静态的方式输出业务数据，用户无法与报表数据交互，而且报表是以明细输出

为主，没有有效的图形化呈现，很难快速、准确的为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ActiveReports 为决策层报表提供了交互式报表和数据可视化报表两大利器，让决策者能够一目了然

的分析业务发展趋势，并以可交互的方式操作报表数据，进行深入、透彻的业务分析。 

交互式报表，为决策层报表提供强大数据分析能力 

 数据钻取 

钻取功能会显示另一张与正在分析的数据相关的报表，当用户使用报表观察汇总数据时，在对某个数据

感兴趣或是察觉异常时，往往需要调阅汇总值，以仔细深入分析。常用的数据钻取方式两种：多维钻取，主

从联动。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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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深化 

深化是根据终端用户的需求，动态的显示或隐藏报表数据，常用于汇总类型报表。深化层数无限制，可

进行无限制层的数据深化。 

 

 数据过滤 

面对企业内的大规模数据，单个报表中经常会有成千上万条的数据量，逐行查看数据是不切实际且非常

耗时的，并且不同类型的客户关心的数据或分析数据的角度也不同，因此通过数据过滤和筛选来帮助用户

选择各自符合条件的数据，从而节省大量浏览数据的时间，避免一些无用的工作。可通过单条件、组合条件

和级联条件对数据进行过滤筛选。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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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排序 

报表使用者可以对报表进行区域内排序，以便于查看数据的升降关系。 

 

数据可视化呈现，便于发掘数据分布和发展趋势 

数据可视化是报表解决方案和数据分析中常用的功能。图表和图形以及更高级的数据可视化工具，能够

帮助用户更好的理解业务数据，提供更直观更明确的视图，在比较数据时尤其有用。  

从广泛的扁平化图表如折线图、饼状图、条形图，堆积条形图等，到高级的三维可交互的图表，或是功

能性的热点图、GIS 地图等都是数据可视化的表现形式，数据可视化功能是以一种有形的有影响力的方式来

呈现数据信息，让用户更直观的获取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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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图表是呈现数据分布和发展趋势的最常用的方法，报表解决方案提供目前流行的常用二维和三维图表

类型，如 XY 图表和财务图表等。 

 

 地图 

地图是现代 BI 中常用技术手段，用以解决有关地理信息的呈现问题，是报表呈现数据不可或缺的辅助

工具。一款强大的报表解决方案通常支持多种地图数据如支持 ESRI, Bing, Google, OpenStreet, 

Mapquest 地图数据等。 

 

 迷你图 

对于显示工作表数据的趋势非常有用，特别是在信息共享时非常有用。 使用迷你图（单个工作表单元

格内的微型图表）可直观地表示和显示数据趋势。 迷你图可以通过不同颜色吸引对某些内容（如季节性增

加或降低或经济周期）的注意，并突出显示最大和最小值。迷你图可以通过在表格单元格中直接插入折线图

/柱形图/盈亏图实现。  

 数据条 

迷你图和数据条是较小的简单图表，它们可以在很小的空间中传递很多信息，并且常常与文本并排，数

据条可表示多个数据点，常用于显示关键性能指标（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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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标集 

以直观的形式提供单个数据值状态的最小化仪表，最常用于表或矩阵中以便形象地展现行或列中的数

据；报表解决方案通常提供的图标集包括箭头/形状/信号灯/等级。 

 

 数据预警 

报表中通常包含大量的数据，因此需要突出显示特殊数据，数据高亮就是常用的手段，将具有特殊含义

的数据使用不同的颜色进行突出显示。如下图所示红色数据表示警告，销售记录过低，绿色数据表示销售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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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驾驶舱（Dashboard） 

通过统一管理驾驶舱为决策层提供关键数据的综合分析能力，让核心数据的发展变化一目了然，便于后

期决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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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体解决方案优势 

1. 方案优势 

 统一的报表管理平台，能够承载不同业务单元的报表需求 

 跨多种数据源的抓取能力，让数据整合简单易行 

 支持内置账户，或者与现有系统账户直接集成 

 报表任务调度，让报表生成自动化 

 统一平台提供固定办公和移动办公用户所需的全部报表 

 服务器搭建容易，支持任意的代理扩展和负载均衡 

 平台能够单独运行，也能与现有系统集成 

 报表设计拖拽完成，让业务人员也能自定制报表 

 数据源可视化查询，无需人工手动写 SQL 语句 

2. 技术优势 

 海量数据、海量并发用户下的秒级响应能力 

 统一的安全性控制机制 

 可扩充性和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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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价格优势 

 基于服务器的永久授权方式，最大程度降低成本投入。 

 不限制最终用户数量，不产生任何最终用户费用。 

 可部署任意数量的代理服务器以实现负载均衡，且部署代理服务器不产生任何费用 

四.  授权方式 

ActiveReports 产品的授权方式是基于服务器数量的永久授权方式。不限制最终用户数量，不产生任何

最终用户费用。可部署任意数量的代理服务器以实现负载均衡，且部署代理服务器不产生任何费用。 

无论您是哪种类型的客户，我们推荐您在购买产品的同时选择葡萄城的金牌服务，在服务有效期内获得

如下超值服务： 

 不限次数的电话支持：您的开发人员在使用葡萄城控件的过程中需要帮助时，拿起电话，直接

与葡萄城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进行讨论，直至帮助您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专属的论坛服务：通过使用葡萄城产品技术社区的金牌服务专区获得产品使用问题的优先处

理（通常情况下问题将在一个工作日内得到回复）。 

 免费的产品更新：免费获得所购葡萄城控件产品的新发布版本。多数的葡萄城控件产品会在每

年发布 3 个小版本，在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内发布一个大版本。 

五.  技术服务 

我们提供两个级别的技术服务： 

1. 金牌服务 

订购年度的金牌服务并且在服务有效期内，可享受：所购产品的免费升级（包括新版本和维护版本）；

不限次数的电话支持；通过使用葡萄城产品技术社区的金牌服务专区获得产品使用问题的优先处理（通常

情况下问题将在一个工作日内得到回复） 

2. 普通服务 

可免费获得产品的维护版本和论坛支持 

论坛是开发人员获得技术帮助的最佳场所，在这里您可以 

 就你遇到的使用问题获得葡萄城技术支持人员和产品开发人员的帮助 

 访问产品的知识库以了解产品的使用经验和技巧 

 浏览和学习其他用户的使用方式，并与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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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访问葡萄城产品技术社区获得论坛服务。 

 

我们会为每位金牌服务用户专门指定一位技术服务工程师，以保证金牌服务用户的论坛问题得到优先

处理。另外，对于购买金牌服务的用户，我们也会提供电话服务，在法定工作日的上午 9：00~12：30，下

午 1：30~5：30 可以获得我们技术支持团队的电话支持。 

在 2013 年度，在我们向用户解释金牌服务的内容后，97%的用户选择了金牌服务！ 

六.  产品用户 

ActiveReports 在全球拥有超过 200, 000 家客户，近十年一直是全亚洲最畅销的报表控件产品。在中

国市场用户覆盖非常广泛，包括：石油能源、银行金融、航海航空、钢铁制造、财务管理、铁路工程、电力

系统、电子商务、现代医疗、人事管理、工程管理、办公自动化、生产制造、酒店管理、地产管理、仓储物

流、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著名软件企业等行业。了解更多客户使用产品情况。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胜利油田物探研究院 

 中国石油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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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cdn.gcpowertools.com.cn/
http://www.gcpowertools.com.cn/products/activereports_customers.htm


                                  《ActiveReports 企业报表产品白皮书》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400-657-6008        22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北京软件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 

 河南省地矿信息中心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太钢天管不锈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上海海事大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尼康光学仪器（中国）有限公司 

 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东营市杰瑞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轨道交通运行控制系统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山西太钢不锈钢有限公司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科技大学 

 燕山大学 

 东营市杰瑞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东芝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东芝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州际卓逸酒店和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 

 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粤鹏包装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日电信息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恩梯梯数据（中国）有限公司 

 江苏源普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华为赛门铁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高科技有限公司  復盛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合盛汇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七.  报表服务器部署环境建议 

硬件要求 

CPU 16 核，内存 64G，适用于 100 左右并发用户数 

CPU 32 核，内存 128G，适用于 300 左右并发用户数 

备注：配置标准主要由并发量决定 

操作系统 

系统环境 

Windows Server 2008R2 及其更新版本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 World Wide Web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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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Features / ASP.NET 4.5 

.NET Framework 4.5 Advanced Services / WCF Services / 

HTTP Activation 

Web 服务器 

IIS 7, IIS 7.5 with Windows Server 2008 (needs ASP.NET 

role service) 

IIS 8 and IIS 8.5 IIS 10 

IIS Management Console must be turned on 

.NET Framework: 4.5 or higher 

IIS 端口 

TCP/IP 

ActiveReports 10 Server 4040 

ActiveReports Server Managed Agent 5050 

UDP 
ActiveReports 10 Server 7923, 26637, or 57323 

ActiveReports Server installer 7979, 37637, 15377 

数据库 

 SQLServer2005/2008/2008R2/2012/2014 

 MySQL 

 Oracel 11g(32-bit 和 64-bit) 

 PostgreSQL 

 C-TreeACE 10+ 

浏览器 

 IE9+ 

 Chrome 30+ 

 Firefox 20+ 

 Safari iOS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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