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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1.1. 产品说明 

HighReport 是南京汉仁软件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企业级 web 报表软件工具，它易

学易用，功能强大，零代码编程，简单拖拽操作便可制作中国式复杂报表、复杂表单填报、

流程审批、大屏可视化、决策数据分析、移动应用等功能，也支持报表导出和打印。 

HighReport 是纯 net(C#) 软件，支持和各类业务系统进行集成，支持各种操作系统，

支持 IIS Web应用服务器。前台是纯 HTML 展现，无需安装任何插件。 

1.2. 产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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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组成 

1.3.1. 报表设计器 

 

HighReport 报表设计器可以进行表格、图形、参数、控件、填报、流程、打印、导出

等报表中各种功能的设计，模板设计后在报表服务器下发布即可使用。 

1.3.2. 报表服务器 

 

报表服务器是指在 web 环境中解析报表模板并输出 Html格式的服务器，用户通过浏览

器浏览报表页面，和报表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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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产品特点 

 报表采用类 Excel 设计器，简单易操作，拖拽式绘制复杂报表。 

 报表支持多种关系型数据库（ Oracle、SQL Server、MySQL、SQLite、PostgreSQL、Access、

Excel 等）、非关系型数据库和自定义类接口。 

 报表支持各种报表展示模型：自由报表、网格式报表、交叉报表、分组报表、主子报表、

分栏报表、分页报表、子报表、报表组、聚合报表、决策报表。 

 报表支持各种表单填报模型：自由填报、网格式填报、行式填报、交叉填报、分组填报、

主子填报、组合填报等，支持数据校验，支持数据多种保存机制等。 

 报表支持参数过滤，系统内置 18种查询条件参数类型过滤。 

 报表内置强大的表达式引擎，支持 100多种内置函数，支持富文本、图片、二维码、条

形码、超链接、单元格引用计算、层次坐标计算等常用功能。 

 报表支持 ECharts 图形展示功能 

 报表支持大屏可视化功能。 

 报表支持流程审批功能。 

 报表支持移动 App 功能。 

 报表支持系统管理功能。 

 报表支持导出 Excel、Word、Pdf。 

 报表支持 Web打印、Pdf打印、程序打印。 

 报表支持程序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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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屏可视化 

2.1. 大屏可视化 

 

大屏可视化工具可制作项目的系统首页和绚丽大屏界面，大屏可视化提供各种图形组件、

容器、表格、图片、边框、文本、数字、时间等，定时刷新整个页面或者单个组件。 

2.2. 聚合报表 

 

聚合报表模式，用于支持不规则大报表的设计。传统 Excel 格子式的界面，在处理不

规则报表时，需要 频繁的合并、拆分单元格，工作极其繁琐。HighReport 聚合报表模式，

能高效的处理此类报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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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决策报表 

 

决策报表模式，用于实现酷炫的驾驶舱、管理看板等。其采用空白画布式界面，通过拖

拽组件的形式在 界面上自由组合不同的可视化元素，实现综合分析看板。 

3. 报表工具 

3.1. 数据源 

报表的数据来源于关系数据库（SqlServer、Oracle、MySQL、Sqlite、PostgreSQL 等），

支持一张报表显示多个数据源的数据，即报表支持多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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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集 

数据集是 DataSet，是关系型数据库和非关系型数据库返回的数据结构，报表主要用数

据集完成报表展示，在单元格中多个数据集可以建立关联过滤数据，即支持多数据集。 



HighReport 报表工具   

  南京汉仁软件有限公司 

 

3.3. 报表参数 

报表参数是报表的输入参数，可来源于浏览器地址传递的参数，也可以来源于报表自身

的参数控件，也可以来源于常量值。报表参数可用于报表显示任意地方，包括数据集、单元

格、表达式、页面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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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参数控件 

参数控件是报表自带的参数过滤控件，总共有 18种控件，常见的标签、文本框、日期

时间、下拉框、复选框组、树、按钮等。 

 

参数控件： 

1) 标签 

2) 文本框 

3) 文本域 

4) 日期 

5) 日期时间 

6) 时间 

7) 年 

8) 年月 

9) 季度 

10) 下拉框 

11) 下拉树 

12) 树 

13) 复选框 

14) 复选框组 

15) 单选按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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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弹出框 

17) 选择条 

18) 按钮 

报表参数的参数控件的值获取方法（用 Js方法获取）： 

 

3.4. 报表类型 

HighReport报表工具内置单元格扩展模型和表达式计算引擎可制作 15种各式各样的报

表页面，可以快速简单制作，报表也支持二维码、条形码、超链接、图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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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自由报表 

 

自由报表格式是单元格没有扩展，一个单元格配置一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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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行式报表 

 

行式报表有个单元格配置 ds.select函数，实现根据数据扩展固定的数据行。 

 



HighReport 报表工具   

  南京汉仁软件有限公司 

3.4.3. 分组报表 

 

分组报表有个单元格配置 ds.group函数，实现分组功能并显示报表，还可以分组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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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主子报表 

 

主子报表即有分组功能，也有明细列表功能，指定明细格的父扩展格为分组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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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交叉报表 

 

交叉报表即有横向扩展也有纵向扩展，数据根据扩展格自动绑定数据并计算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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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分页报表 

 

分页报表指定按固定数量进行分页，也可以根据条件表达式进行分页，在分页时，可以

指定页眉页脚，标题，表头，表尾，设置当页合计和总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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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分栏报表 

 

分栏报表指定横向/纵向分栏，以及分类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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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子报表 

 

子报表有 2种，一种引入式，另一种是嵌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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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报表组 

 

报表可以显示多个 Sheet的报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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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背景图报表 

 

背景图报表设置报表页面的背景图片，并显示报表数据，可用于组态图形显示和发票套

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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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浮动图形报表 

 

浮动图形报表是图形并不嵌入单元格种，而是浮动显示，可在任何位置。 

 

3.5. 报表图形 

报表内置 ECharts2.0 和 4.0图形，可以在报表中集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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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报表函数 

报表内置 100多种函数，函数根据业务需要可以不断丰富函数库，也可以自定义函数，

可以引入不同行业规则的函数库。 

 

 数据集函数 

 单元格函数 

 字符串函数 

 数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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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函数 

 类型转换函数 

 类型判断函数 

 分页函数 

 其它函数 

3.7. 表达式 

表达式是报表计算的基础，报表内置表达式引擎，可以计算单元格的数值。 

操作符 说明    操作对象   示例  

true 

false 

12 

“abc” 

数值 数或单元格 

12+24 

if (value()==”abc” 

,true 

,false) 

+ 加号 数或单元格 2+3 

- 减号 数或单元格  A1-B1   

* 乘号 数或单元格 A1*2   

 /  除号 数或单元格 A3/3   

% 取余，求余数 数或单元格 5%2为 1   

&& 条件与， 条件 A&&B   

|| 条件或  条件   A||B   

== 等于   数或变量   A==2   

!= 不等于  数或变量  A!=null  

>  大于  数或变量或单元格 3>2  

<  小于  数或变量或单元格 A1<2  

>=  大于等于  数或变量或单元格  A1>=2  

<=  小于等于  数或变量或单元格 A1<=2  

. 
引用对象或方

法 
对象或方法  ds1.select(#1)  

ds.select 数据集 数或单元格 ds1.select(“name”)  

${} 引用参数  参数  

如在 sql中 select * from 

table ${"where"}，会先计算出

${}里面的值，然后拼接出完整

的 sql语句  

\n 换行符  字符串  
如字符串 aabb，希望 bb换行显

示，则填写 aa\n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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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格子模型 

单元格分普通单元格和扩展单元格 

 

只有单元格 A2是扩展格，扩展方向是纵向，其它单元格都是普通单元格 

A2单元格，后面单元格父格，随着 A2扩展，后面单元格也是自动扩展（因 A2是父扩展格） 

 

单元格 B3纵向扩展，根据数据生成 4个单元格 

 

可以指定单元格扩展方式（纵向扩展或者横向扩展） 

3.9. 层次坐标 

结果为一个单元格的表达式，称为单元格表达式。在文档中统一用 CellExp表示。 

单元格表达式有几种形式： 

- 用绝对坐标表示，这种表示方式写为 Cellx，例如：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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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层次坐标表示，这种表示方式写为 Cellx[Coordinate]，例如：C2[A2:2,B2:3]。 

   - 用位移坐标表示，例如：C3[A3:-1,B3:-2]。 

    层次坐标还可以用相对位移来表示，当我们不知道目标单元格的具体位置，仅仅知

道目标单元格相对于当前单元格的位移时，可以使用位移坐标。 

- 用省略主格表示法，例如：C1[B1:2]，C2[B2,-1]。 

   当单元格的定位和当前格的位置有关系时，如当前格的主格或者和当前格有着相同主格

的单元格，其层次坐标或者位移坐标可以采用缺省的写法。 

层次坐标语法：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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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二次开发 

报表提供多种二次开发，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 

1. 自定义函数：报表提供自定义函数引入机制，增加函数库 

2. 自定义接口：报表提供数据集自定义、数据保存自定义等 

3. 第三方 Js接口：报表可以集成任何的第三方 Js库，增加客户端 Js处理能力 

4. 表单填报 

报表填报用于数据录入功能，支持各种数据填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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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填报类型 

4.1.1. 自由填报 

 

自由填报是最简单的填报类型，可以将自由报表转换为自由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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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网格式填报 

 

网格式填报是多行列表数据填报，可以指定那些列可以编辑，编辑方式是文件框还是下

拉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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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行式填报 

 

行式填报类似于 CRUD，可以添加、编辑行、删除行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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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分组填报 

 

分组报表首先是报表分组后，再填写后面的列数据。 

 

4.1.5. 主子填报 

主子填报类似于主子报表，主表数据写入主表，明细数据写入明细表中。 

4.1.6. 交叉填报 

表单填报支持交叉填报方式。 

4.1.7. 报表组填报 

报表组填报，可以同时填报多张 sheet的报表数据，然后写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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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组合填报 

表单填报支持一张报表中，既有自由填报也有分组填报，也可以有网格式填报等多种方

式组合。 

4.2. 填报控件 

表单填报支持多种填报控件，一般一个单元格放置一个填报控件，也可以在单元格放置

任意数量的填报控件，也可以放置自定义的控件。 

 

4.3. 数据校验 

表单填报可以指定填报控件数据校验规则，第一种是否允许为空，第二种是通过 Js脚

本验证数据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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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据计算 

表单填报支持数据实时计算，在修改某个单元格的数据是，可以自动触发计算单元格，

单元格可以支持嵌套计算，也可以支持一切 Js的第三方脚本库参与计算，也可以和后台数

服务进行计算。 

 

4.5. 事件机制 

表单填报支持事件机制，利用事件触发机制，可以实现特殊需求，例如修改的数据小于

某个值，单元格预警（背景变红）、下拉框实现级联选择，也可以利用事件机制，实现其他

业务逻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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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数据保存 

 

表单填报数据保存，有三种接口： 

1. 根据主键字段直接写入表 

2. 调用存储过程写入表 

3. 调用自定义接口类讲数据写入表 

表单填报可以将数据写入多个数据源的多张数据表。 

4.7. 二次开发 

表单填报提供二次开发功能，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 

5. 流程审批 

HighReport工作流采用 BPMN2.0标准，自主研发的工作流引擎，和表单填报可以无缝

进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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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移动 App 

报表输出的页面是 Html5格式，支持在移动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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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生 App中用 WebView也可以集成报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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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主要功能是管理报表页面的发布，组织结构人员信息维护，按照角色分类授权

人员有哪些报表页面的查看和各种操作权限等。 

7.1. 部门管理 

在部门管理页面，用于维护系统的组织机构，包括公司名称、部门、部门下设岗位等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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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用户管理 

在用户管理设置系统的用户人员信息。 

 

7.3. 角色管理 

角色主要用途是授权，部门岗位对应角色，角色对应菜单和操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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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菜单管理 

菜单是按一定业务规则建立的分层结构，报表或者其它页面可以在不同分类目录下发布。 

 

7.5. 权限管理 

权限用于分配用户有哪些角色权限，可以操作操作哪些菜单和哪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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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和角色建立对应关系） 

 

（人员和岗位建立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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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和菜单以及菜单的按钮建立对应关系） 

8. 导出打印 

8.1. 报表导出 

报表和表单都支持导出 Excel、Word、Pdf三种文件格式，报表制作完成发布后，可以

直接导出这三种文件格式。 

 

（Excel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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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导出） 

8.2. 报表打印 

报表支持 Web打印、Pdf打印、程序打印（直接打印和批量打印）。 

 

（Web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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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打印） 

9. 部署集成 

9.1. net 项目集成 

HighReport 是纯 C#语言编写，和 asp.netWeb 应用程序可以无缝集成，接口之间可以

互相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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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非 net 项目集成 

HighReport部署在 IIS Web服务，Java部署在 Tomcat等 Web服务下，Java应用程序

通过 Iframe方式访问报表服务，输出 Html显示。 

9.3. C/S 项目集成 

Winform/WPF等 C/S程序通过 WebBrowser等其它浏览器控件可以集成报表服务，输出

报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