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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 Financial Reporting

Financial Reporting 应用于以下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服务：
•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Cloud

•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Cloud

• Tax Reporting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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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浏览存储库”
另请参阅：
• 关于“浏览存储库”使用“浏览存储库”可列出存储库内容以及在其中导航，管理和控制文件和文件夹，以及使用将存储库显示为文件管理系统的元素。
• 使用“浏览存储库”的单个实例使用单一实例功能时，如果您重新启动了“浏览存储库”，则会在现有“浏览存储库”实例中打开一个新选项卡。
• 向文档存储库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 个性化“浏览存储库”使用“浏览存储库”时，可以自定义用户界面的外观。
• 管理项管理文档、集合、支持文件、其他标准文件以及文件夹。
• 管理文件和文件夹使用“浏览存储库”管理文件和文件夹。
• 在“浏览存储库”中使用 URL在“浏览存储库”中，可以打开 URL、在新窗口中打开 URL 以及更新 URL。
• 搜索存储库中的项搜索和检索文档和报表。
• 使用 Smart View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为 Financial Reporting 和 Planning 组件提供了一个通用的
Microsoft Office 界面。

• 设置权限定义文件和文件夹的权限，以及将权限应用于文件夹中的对象。
• 使用属性设置常规属性和高级属性，以及更改对象的所有权。

关于“浏览存储库”
使用“浏览存储库”可列出存储库内容以及在其中导航，管理和控制文件和文件夹，以及使用将存储库显示为文件管理系统的元素。
要访问“浏览存储库”，请在“欢迎”页面上单击 ，然后选择浏览存储库。
在“浏览存储库”中打开的项将在“浏览存储库”的顶部显示为选项卡。访问权限决定了您可以在存储库中查看、修改、运行和删除哪些项。
在使用系统时，菜单和工具栏会根据以下条件进行更新：
• 管理员授予您的角色。角色决定了“视图”窗格和工具栏中将显示哪些模块。
• 使用的组件和执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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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浏览存储库”中，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预览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例如报表和帐簿
• 组织、搜索文件以及分配对文件的访问权限
• 调度批处理
• 创建文档
• 设置首选项
• 定义收藏夹
• 安装以下组件：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 Predictive Planning

– EPM Automate

注：
为存储库中的项（例如文件和文件夹）输入名称时，可以使用大写和小写的字母和数字。文件夹名称的首尾不能使用空格。无效字符包括：\、/、%、?、
+、<、>、|、`、*、"。

注：
由于允许导入名称或路径中有无效字符的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因此，在将对象导入到“浏览存储库”之后，应当重命名对象。选择 PDF 和 HTML 作为输出选项时，包含的对象名称中带有无效字符的调度批处理将会失败。

使用“浏览存储库”的单个实例
使用单一实例功能时，如果您重新启动了“浏览存储库”，则会在现有“浏览存储库”实例中打开一个新选项卡。
这包括从外部 URL 启动存储库项，例如，电子邮件中的链接、SmartCut、订阅、相关内容、其他网站上的链接，以及浏览器书签。

向文档存储库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在 22.07 更新之前，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使用预先植入的 WORLD 组授予对浏览存储库对象（例如报表和文件夹）的访问权限。此更新允许
Oracle 通过各种报表识别对权限的更改。
由于此更改，WORLD 组不再列在浏览存储库中。如果您在 22.07 更新之前使用了 WORLD组，则必须完成以下步骤以确保可访问存储库对象：
• 在访问控制中创建一个组，所有 EPM 云 用户都是其成员。
• 在浏览存储库中，向该组授予访问权限。

第 2 章使用“浏览存储库”的单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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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控制中创建组
您可以在访问控制中创建一个嵌套组，以确保所有用户都继承了访问浏览存储库对象所需的权限。
要在访问控制中创建组：
1. 以服务管理员身份访问 EPM 云环境。
2. 创建嵌套组。请参阅《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访问控制》中的“创建组”。要确保所有用户都继承了所需的浏览存储库权限，请将以下组分配为组成员：

• 服务管理员
• 超级用户
• 用户
• 查看者
 

 

授予对浏览存储库的访问权限
使用您在上一节中创建的组来分配浏览存储库的访问权限。这些访问权限必须与您在 EPM 云
22.07 更新之前授予 WORLD 的权限相匹配。
要授予权限：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展开根。
2. 右键单击一个文件夹，然后选择应用权限到子代。
3. 在应用权限到选定文件夹的子代中，依次选择组和更新列表。
4. 选择您创建的访问控制组，并将其移动到“选定用户、组和角色”列。
5. 选择要分配给文件和文件夹的访问权限。

第 2 章向文档存储库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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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文件夹访问下列出当前访问权限（继承）的单元格，然后选择要授予的访问权限。
• 单击文件访问下列出当前访问权限（继承）的单元格，然后选择要授予的访问权限。
 

 

6. 验证是否选中了覆盖当前权限。
7. 单击确定。

个性化“浏览存储库”
使用“浏览存储库”时，可以自定义用户界面的外观。
表 2-1    “浏览存储库”的自定义选项
自定义选项 菜单命令
显示/隐藏“视图”窗格 视图和视图窗格
显示/隐藏标题 视图和视图标题
调整视图窗格和内容区域或标题的大小 请参阅“调整视图窗格大小”和“调整标题大小”。
哪些文件类型列在内容区域中 视图和根据类型显示项。请参阅“显示特定文件类型”。
排序内容区域中的项 视图和排序标准请参阅“对列进行排序”。
哪些项属性显示在内容区域中 视图和显示列。请参阅“显示特定文件类型”。
是否在内容区域显示隐藏文件 视图和显示隐藏项
是否在内容区域中显示重复项 视图和显示重复项

调整标题大小
要调整标题大小：
1. 在“浏览存储库”中，指向菜单选项与内容区域之间的区域。

第 2 章个性化“浏览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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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区域调整器显示为一条线。
2. 当指针变为垂直的双箭头时，通过向上或向下拖动箭头来调整标题大小。

调整视图窗格大小
要调整视图窗格大小：
1. 指向“视图”窗格和内容区域之间的列边框。

视图窗格/内容区域调整器的边框显示为一条线。
2. 当指针变为水平的双箭头时，通过向右或向左拖动箭头来调整视图窗格大小。

显示列
在“浏览存储库”中，项和属性显示在内容区域的列中。列设置在您注销后会保留。
要隐藏或显示列：
1. 依次选择查看和显示列。
2. 在显示列对话框中，通过选择或清除相应复选框来显示或隐藏列。
3. 要指定列宽，请单击列复选框，并输入新列宽（象素）。
4. 单击保存。

对列重新排序
要对列重新排序，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依次选择查看和显示列。在显示列对话框中选择一个列，然后使用  和  箭头。
• 从浏览中的内容区域将列拖到所需位置。

对列进行排序
要按名称、类型、所有者、修改日期或说明对列排序，请依次选择查看和排序标准，然后选择排序选项。
要按字母顺序对列中的项排序，请单击列标题，然后单击向上箭头或向下箭头来更改排序。(日期列按年代顺序排序。)

显示特定文件类型
从“浏览存储库”中，您可以指定要在内容区域中显示的文件类型。您的角色和权限决定了是否显示某项。
要显示特定文件类型，请依次选择查看和根据类型显示项，然后选择一个选项：
• 所有文件 - 显示所有文件
• 所有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 - 所有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快照报表、帐簿、快照帐簿和批处理
• 所有图像 - 带有以下扩展名的所有图像文件：

– .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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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g
– .png
– .bmp

• 所有 Office 文件 - Microsoft Word、Excel、Power Point 和 Project 文件
• 所有报表 - 所有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和快照报表
• 外部链接 - 以 URL 形式导入的所有项
• 其他 - 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文件。

管理项
管理文档、集合、支持文件、其他标准文件以及文件夹。
另请参阅：
• “浏览存储库”中支持的项
• 使用不明确的项
• 导入项
• 导出项
• 创建快捷方式
• 创建存储库项的电子邮件链接
• 选择接收电子邮件的收件人

“浏览存储库”中支持的项
项是存储库中存储的对象，包括：
• 文档
• 集合
• 支持文件
• 其他标准文件
• 文件夹
所有对象都具有存储信息（例如特性或权限）的属性。特性包括：名称、对象说明、
UUID 和所有者。文件对象、URL 和快捷方式的属性包括其他特性。

文档
文档包括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和快照。使用“浏览存储库”列出和查看文档。您在“浏览存储库”中打开的项将在“浏览存储库”的顶部显示为选项卡。
文档可以包含及生成报表（带格式的数据值和交互式元素）。报表以表、网格或图表格式显示。

集合
集合包含对文档组（例如帐簿）的引用。可以使用“浏览存储库”列出和查看集合。您在“浏览存储库”中打开的项将在“浏览存储库”的顶部显示为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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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浏览存储库”中的集合
类型 说明 创建位置 文件扩展名
帐簿 Reporting Studio 文档的集合。可动态指定帐簿的维节和维变更。

浏览存储库 .kbk

快照帐簿 生成的包含静态数据的帐簿 浏览存储库 .kbt
批处理 具有特殊属性且可执行以生成报表的 Reporting Studio文档和帐簿的集合

浏览存储库 .bch

支持文件
下表列出了在创建或管理文档或集合时使用的支持文件。

表 2-3    支持的文件类型、说明、Studio 创建位置和文件扩展名
类型 说明 Studio 创建位置 文件扩展名
文件夹 包含其他文件夹和文件的容器 不适用 无
快捷方式 指向存储库项的链接。创建快捷方式，以轻松访问快捷方式链接至的项。

不适用 无

URL 指向网站或 HTML 页面的链接 不适用 无
网格 包含来自外部源数据的

Reporting Studio 对象。网格包含行和列，有时也包含页轴。

Reporting Studio .rog

图表 包含图表的 Reporting
Studio 对象 Reporting Studio .roc

图像 Reporting Studio 图像对象 Reporting Studio .roi
文本 Reporting Studio 文本对象 Reporting Studio .rot
行模板和列模板 用于创建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的模板 Reporting Studio .ros

其他标准文件
其他标准文件包括：
• 文本文件
• 图像文件
• Microsoft Office 文件
• HTML 文件
• PDF 文件
• 压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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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
文件存在于存储库中，并以分层结构排列。文件夹用来组织内容，它们可以包含子文件夹以及文档和 URL 等项。根文件夹包含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使用不明确的项
多个项具有相同的名称并位于同一文件夹中时，将它们称为不明确的项。可以从列表中选择项以查看其属性，并且可以打开该项以查看其他详细信息。

导入项
另请参阅：
• 导入文件
• 导入 URL

• 导入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
• 导入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

导入文件
要导入文件：
1. 从“浏览存储库”中，导航到要导入文件的文件夹。
2. 依次选择文件、导入和文件。
3. 浏览找到您要导入的文件。
4. 输入说明，然后单击下一步。
5. 可选：输入高级属性。

请参阅“高级属性”。
6. 可选：完成权限。

请参阅“设置权限”。
7. 单击完成。

导入 URL
要导入 URL：
1. 从“浏览存储库”中，导航至要放置 URL 的文件夹。
2. 依次选择文件、导入和 URL。
3. 输入名称、URL 地址，还可以输入说明，然后单击下一步。
4. 可选：输入高级属性。

请参阅“高级属性”。
5. 可选：完成权限。

请参阅“设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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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完成。
导入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

将文档导入到存储库后，其他人就能够使用这些文档。您可以向某些用户授予修改某个文档的能力，但限制其他用户的此能力。有关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权限”。
可以导入以下类型的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
• 动态报表 (*.des)

• 快照报表 (*.rpt)

• 帐簿 (*.kbk)

• 快照帐簿 (*.kbt)

• 批处理文件 (*.bch)

• 包含来自外部源数据的 Reporting Studio 对象 (*.rog)

• Reporting Studio 文本对象 (*.rot)

• Reporting Studio 图像对象 (*.roi)

• 包含图表的 Reporting Studio 对象 (*.roc)

• 用于创建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的模板 (*.ros)

• 压缩文件 (*.zip)

导入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
要导入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文件、导入和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
2. 浏览至所需文档，然后单击导入。

如果导入使用数据源连接的文档，可能会提示您选择数据源连接。

注：
如果尝试导入未定义 MIME 类型的文档，则会显示错误消息。

导出项
另请参阅：
• 导出用例
• 导出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
• 将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和快照导出至 Microsoft Office

导出用例
导出 Financial Reporting 项用于以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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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浏览存储库”外部的位置中使用。之后，您可以将这些项导入到 Studio 中或者导入回“浏览存储库”中。可以将 Financial Reporting 项从测试环境导出到生产环境中。
• 供在 Smart View 中使用。请参阅“导出到 Smart View”。

导出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
可以将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从存储库导出到报表、帐簿和 Microsoft Office：
• 动态报表 (*.des)

• 快照报表 (*.rpt)

• 帐簿 (*.kbk)

• 快照帐簿 (*.kbt)

• 批处理文件 (*.bch)

• 网格 (*.rog)

• 图表 (*.roc)

• 图像 (*.roi)

• 文本 (*.rot)

• 行与列模板 (*.ros)

在“浏览存储库”中，只能导出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用户可以将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定义导出到本地文件系统，然后再导入到“浏览存储库”中。例如，用户可以从测试环境中导出 Financial Reporting 项目，然后将其导入生产环境。
要导出对象：
1. 在“浏览存储库”中，选择要导出的项。
2. 选择文件，然后选择导出。
3. 选择要导出的对象，然后单击确定。

将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和快照导出至 Microsoft Office
含有或不含页维的 HTML 和 PDF 报表，在作为图像导出到 Microsoft Word 或
PowerPoint 时，将只导出第一个物理页。
含有页维的报表的导出行为如下：
• 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将导出所有页。
• 导出到 Microsoft PowerPoint：将导出所有页。
将多页导出至 PowerPoint 时，所有页都会放置到一张幻灯片中。要自动将这些页分别放置到单独的幻灯片中，请使用 PowerPoint 中的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导入报表。
要将报表或快照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Word 或 PowerPoint：
1. 打开报表。
2. 在报表的右下角，选择在可供查询模式中导出可以导出报表上的网格以供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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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供查询模式中导出时，会生成一个 .SVLNK 文件，您可以启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Windows) 来将其打开。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打开该文件后，该文件将被删除。
无法使用此选项导出快照。

3. 依次选择文件和导出以使用其他导出选项。
4. 选择子菜单命令：

• 要将当前财务报表导出为 HTML 格式，请选择 Excel。
• 要根据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设置将当前财务报表的当前页作为静态图像或

Word 文档 (.docx) 导出，请选择 Word。（要设置首选项，请依次选择文件、首选项和 Financial Reporting，然后针对 Word 导出选择一个选项）。
• 要将当前财务报表的当前页作为静态图像导出至 Microsoft PowerPoint，请选择

PowerPoint。
快照总是作为静态图像导出。
文件下载对话框显示有关导出的内容的配置文件信息。
由于 HTML 中的对象位置有限，因此导出的对象可能重叠并需要在 Microsoft Excel 中重新调整位置。

5. 文件将以选定模式打开。要将文件保存在计算机上，请依次选择文件和另存为。
将 Financial Reporting 网格对象导出至 Excel 时，根据报表中的显示导出这些值。导出之前应在报表中设置所需的小数位数精度。

创建快捷方式
要创建快捷方式：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文件对象，然后选择创建快捷方式。
2. 输入常规属性：

• 名称：分配给快捷方式的名称。
• 说明：快捷方式的说明。将长度限制为 250 个字符。
• 文件夹：快捷方式指向的文件夹的路径

键入路径，或单击浏览，在选择对话框中选择路径，然后单击确定。
3. 输入高级属性：

• 在此日期自动删除项：启用以自动从存储库中删除此对象。
• 自动生成关键字：根据“名称”和“说明”中的字生成搜索关键字。搜索功能使用这些关键字查找对象。
• 关键字：用于搜索对象的关键字。

4. 单击确定保存快捷方式。
创建存储库项的电子邮件链接

您可以创建存储库项的电子邮件链接。适用于链接的规则：
• 收件人必须定义为具有用户名和密码的用户才能在 Web 浏览器中打开链接项。
• 收件人需要具有适当的访问权限以查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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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 Web 浏览器中查看链接中的项。发送的是项的链接，而不是项。单击链接时，“浏览存储库”随即打开，然后会显示项。
• 您不能将电子邮件链接发送到文件夹。
• 必须逐个选择和发送电子邮件链接。
• 您可以向电子邮件消息中添加文本。
要创建电子邮件链接：
1. 从存储库选择要发送电子邮件的项。
2. 右键单击该项，然后选择电子邮件链接，再选择收件人。

将显示包含 URL 链接的电子邮件链接对话框。
如果项没有显示电子邮件链接选项，那么该项不能作为电子邮件链接发送。

3. 执行下列任务之一：
• 输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 使用电子邮件收件人列表

4. 可选：更新与电子邮件消息关联的主题文本。
5. 单击发送。

注：
发送的消息无法取消。

选择接收电子邮件的收件人
使用选择收件人对话框组织您要向其发送电子邮件链接的收件人的列表。在此列表中输入地址后，您将无需重新键入电子邮件地址。
要选择收件人：
1. 将所需收件人从可用收件人移动到选定的收件人。
2. 可选。要添加收件人，请在新收件人中键入电子邮件地址，然后单击添加。
3. 单击确定。

管理文件和文件夹
使用“浏览存储库”管理文件和文件夹。
另请参阅：
• 访问文件或文件夹
• 打开文件或文件夹
• 保存 Financial Reporting 文件
• 创建文件夹
• 移动或复制文件和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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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命名文件或文件夹
•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 使用收藏夹
• 使用订阅

访问文件或文件夹
“浏览存储库”文件权限决定了谁可以访问文件和文件夹及其可以执行的操作。您可以作为用户、组成员或通过服务管理员授予您的角色获得项访问权限。您可以访问项并执行任务的级别被称为访问权限。
对存储库项的访问权限是由文档所有者控制的。对导入或更新文档视点等操作的访问权限是通过角色控制的。
如果导入文件，您就成为文件的所有者，可以指定其他用户的访问级别。您可以指定所有用户都可读取文件，您的组可以修改文件，只有您可以删除和移动文件并更改文件的访问权限。

提示：
当等效权限相互冲突时，授予较低访问权限的权限优先。

打开文件或文件夹
另请参阅：
• 使用菜单选项打开文件
• 以其他格式打开 Financial Reporting 文件

使用菜单选项打开文件
要打开或选择文件或文件夹：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文件、打开和文档。
2. 导航到文件或文件夹，然后单击打开。
3. 可选：要通过其他应用程序打开文件：

• 在打开对话框中，单击选项。
• 从打开为中选择用于打开文件的应用程序。
请注意，打开为仅对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有效。

以其他格式打开 Financial Reporting 文件
要使用默认格式之外的其他格式打开 Financial Reporting 文件，请在“浏览存储库”的内容区域中，右键单击文件，选择打开方式，然后选择一种格式：
• HTML 预览
• PDF 预览
• Studio 预览

第 2 章管理文件和文件夹

2-13



注：
要在 Chrome 浏览器中打开 PDF 格式的报表或帐簿，“下载 PDF 文件，而不是在 Chrome 中自动打开它们”选项必须处于禁用状态。此选项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如果在尝试处理 PDF 格式的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或帐簿时遇到错误，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 Chrome 并选择 。
2. 依次选择设置、隐私设置和安全性和网站设置。
3. 在网站设置中，向下滚动，选择更多内容设置。
4. 选择 PDF 文档，确保下载 PDF 文件，而不是在 Chrome 中自动打开它们处于禁用状态。

保存 Financial Reporting 文件
可以在“浏览存储库”中保存以下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
• 帐簿
• 快照帐簿
• 批处理

注：
在使用 Chrome 88.0.4324.06（正式内部版本）（64 位）时，无法使用“下载”按钮以 PDF 格式下载和保存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解决方法是使用“打印”按钮以 PDF 格式打印报表。

创建文件夹
创建文件夹以组织文件和文档。
要创建文件夹：
1. 从“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文件、新建和文件夹。
2. 在新建文件夹对话框中，输入文件夹的名称，然后单击保存。

移动或复制文件和文件夹
您可以将文件或文件夹移动或复制到其他位置。
• 支持复制“浏览存储库”中的所有文档类型。用户必须至少具有“查看”访问权限。
• 复制存储库对象的用户将成为所有者。
• 可以选择多个文档进行复制和粘贴。
• 除调度以外的所有与文档相关联的元数据都会被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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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禁止访问文件夹中的对象外，可复制文件夹及其内容。
• 用户具有“视图”访问权限时可复制隐藏文件。
• 不能复制嵌套文件夹。
要移动或复制文件或文件夹：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文档或文件夹，然后选择剪切或复制。
2. 选择存储库位置，然后选择编辑，再选择粘贴。

重命名文件或文件夹
要重命名文件：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文档或文件夹，然后选择重命名。
2. 输入名称并单击保存。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要删除文件或文件夹，请从“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文件或文件夹，然后选择删除。

使用收藏夹
另请参阅：
• 关于使用收藏夹
• 向收藏夹添加项
• 管理收藏夹

关于使用收藏夹
您可以设置收藏夹并跟踪经常访问的项目以便日后查看。
管理员可以向用户的收藏夹推送项。您需要具有适当的角色，才能向收藏夹推送项。如果您不具有访问浏览的适当角色，也可以通过选择收藏夹菜单上的选项查看您的收藏夹列表。

向收藏夹添加项
要将项添加到您的收藏夹或者将项推送到其他用户的收藏夹，您需要具有访问权限。您可以添加文件夹，然后使用“收藏夹”访问该文件夹；无法直接访问该文件夹中的项。
要向收藏夹添加项或文件夹，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某个项或文件夹，然后选择添加到收藏夹。
• 在“浏览存储库”中，选择某个项，然后依次选择收藏夹和添加到收藏夹。

管理收藏夹
要管理收藏夹中的项，请依次选择收藏夹和管理收藏夹。
收藏夹管理器对话框会显示已添加到收藏夹中的项目（请参阅“向收藏夹添加项”）。将自动选择显示，指示项将显示在收藏夹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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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隐藏某个项目，使其不在收藏夹列表中显示，请清除显示。要从“收藏夹”中删除某个项目，请选择删除。

注：
已推送项可以在“收藏夹”中隐藏，但收件人无法将其删除。已推送项只能由执行推送的用户完全删除。

使用订阅
另请参阅：
• 创建订阅
• 修改或删除订阅
• 订阅文件夹
• 接收并查看订阅

创建订阅
通过订阅，每当项被修改或文件夹中有任何更改时，您都会收到电子邮件通知和相关项的链接。可以订阅存储库中的任意项并将其发送到一个或多个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订阅了某个文件夹，则在该文件夹中导入或创建了任意新项或其子文件夹中的项有任何修改时，您都将收到通知。请参阅“订阅文件夹”。
要创建订阅：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某个项，然后选择订阅。
2. 在“订阅”页上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订阅并将电子邮件通知发送至。
b. 在文本框中，输入通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c. 要将项作为附件发送，请选择将 "repot name" 文件附加到电子邮件 (如果可能)。

提示：
您的服务管理员决定附件的 大大小。

修改或删除订阅
可通过管理订阅项列表修改或删除订阅。
要修改或删除订阅：
1. 从“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收藏夹和显示订阅项。
2. 单击订阅，然后单击打开订阅。
3. 要删除订阅，请清除订阅并将电子邮件通知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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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修改订阅，请使用“订阅文件夹”中介绍的步骤。
5. 单击确定。

订阅文件夹
订阅文件夹后，在文件夹中导入了项或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中的项出现更新时，您将收到通知。
如果您对某个文件夹或子文件夹中的所有内容感兴趣，可以订阅该文件夹或子文件夹。
要订阅文件夹：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文件夹，然后选择订阅。
2. 在订阅对话框中选择订阅并将电子邮件通知发送至: 以接收针对此文件夹的通知，同时更改或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3. 输入订阅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必须输入电子邮件地址；不能从收件人列表中选择。
4. 要在子文件夹发生更改时收到通知，请选择 "Users" 的子文件夹更改时发送通知。

接收并查看订阅
使用订阅电子邮件通知，您无需浏览存储库即可直接访问项。电子邮件通知有两种格式：
• 带有项或文件夹链接的电子邮件 - 可单击链接；如果具有该项的访问权限，可以打开文档。
• 附有项的电子邮件 - 可按照指示从文件所在位置查看文件或在文件中下载附件。

在“浏览存储库”中使用 URL
在“浏览存储库”中，可以打开 URL、在新窗口中打开 URL 以及更新 URL。
另请参阅：
• 打开 URL

• 在新窗口中打开 URL

• 更新 URL

打开 URL
要打开 URL：
1. 从“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文件、打开和 URL。
2. 输入 URL，然后单击确定。

在新窗口中打开 URL
要在新窗口中打开 URL：
1. 打开 URL。
2. 选择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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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 URL，然后单击确定。
更新 URL

要更新内容区域中显示的现有 URL 的内容：
1. 打开 URL。
2. 选择更新 URL。
3. 输入 URL，然后单击确定。

搜索存储库中的项
搜索和检索文档和报表。
另请参阅：
• 关于搜索
• 搜索文档和报表
• 使用高级搜索
• 搜索语法
• 支持的 MIME 类型
• 安全
• 搜索结果

关于搜索
可以从“浏览存储库”中的任何存储库搜索和检索文档和报表。搜索操作在文档特定的元数据 - 如文档名称、创建日期或作者（仅适用于 Financial Reporting Word 文档或
PDF）中定位关键字并从文档中抽取基于内容的信息， 后返回一个搜索结果列表。
可以执行以下搜索：
• 一般搜索 - 在“浏览存储库”中已发布的所有受支持内容的任何部分中搜索关键字。
• 上下文相关搜索 - 在“浏览存储库”中已发布的所有受支持内容中搜索与一些内容的某些方面关联的关键字。
• 在层次内搜索 - 限定为在“浏览存储库”的选定分支中或者在选定存储库内进行常规或上下文相关搜索。
• 数据或元数据搜索 - 如果内容是静态的，会对元数据和数据二者编制索引（例如，筛选器名称和筛选器的选定值）。如果内容是动态的，则仅对元数据编制索引（例如，仅列名）。
搜索结果作为按照相关性排列的一系列文档引用和概要返回到另一页上。搜索结果为：
• 根据内容类型、修改日期和在“浏览存储库”中的文件位置进行分类
• 按相关性或修改日期排序
• 经授权；用户凭据可确保仅返回经授权的用户授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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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文档和报表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启动搜索：在任意“浏览存储库”屏幕右上角的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然后按
Enter 键或单击“搜索”按钮。
要搜索文档或报表：
1. 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

提供了建议功能，可以检查文本拼写并建议备选关键字（若存在）。
搜索结果显示在单独的页中，其中包括：
• 文件名（单击文件名将启动此文档）
• 说明
• 文档类型
• 后修改日期
• 文件路径（双击文件路径将启动文件夹）
如果选择 Planning 结果，则启动 Planning 选项卡并显示支持详细信息。

2. 可选：根据“分数”或“ 后修改日期”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
默认情况下，按分数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文档的分数或相关性取决于该关键字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以及其他关键字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例如，关键字出现 3 次但仅有 5 个字的文档的分数高于关键字出现 10 次但有 1,000 个其他关键字的文档的分数。

3. 可选：根据文档类型、修改日期或发布位置筛选搜索结果。
使用高级搜索

“高级搜索”功能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方式来生成高级搜索查询。
要使用高级搜索：
1. 单击“搜索”文本框旁边的高级链接。
2. 输入或选择所需的搜索标准，然后单击搜索。
高级搜索选项：
• 所有字 - 搜索结果中的所有文档都包含输入的所有关键字。
• 至少一个字 - 搜索结果中的所有文档至少包含输入的一个关键字。
• 无字 - 搜索结果中的所有文档不包含输入的任何关键字。
• 创建时间在过去 - 将结果限定于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创建的文档。

自定义日期选项将激活日历控件以搜索在指定日期创建的文档。
自定义日期范围选项将激活日历控件以搜索在指定日期范围内容创建的文档。

• 修改时间在过去 - 将搜索结果限定于在指定时间范围内修改的文档。
自定义日期选项将激活日历控件以搜索 后修改日期为指定日期的文档。
自定义日期范围选项将激活日历控件以搜索 后修改日期在指定日期范围内的文档。

• 位于文件夹 - 将结果限定于指定的存储库和文件夹名称。
• 只搜索 (文档类型) - 将结果限定于指定 MIME 类型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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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允许多个文档类型，请在“搜索结果”页顶部编辑搜索文本字段。例如，将 sales
+MimeType:application/x-brioquery 更改为 sales +(MimeType:application/x-
brioquery MimeType:application/pdf)。

• 隐藏文件选项 - 定义是否检索隐藏文件。在文件存储库的上下文中设置文件的“隐藏”属性。例如，可以通过“浏览存储库”中的“属性”对话框对其进行查看或更改。
• 排序方式 - 定义搜索结果的排序顺序。
表 2-4    高级搜索示例
搜索词 请求
"sales +LanguageCodes:de" 包含词语 "sales" 且语言为“德语”的文档。
"sales +(LanguageCodes:de
LanguageCodes:es)"

包含词语 "sales" 且语言为“德语”的文档或包含词语 "sales" 且语言为“西班牙语”的文档。
搜索语法

基本“搜索服务”语法遵循若干规则。可以使用以下运算符按照逻辑将术语组合到一起：
表 2-5    搜索语法运算符
语法 说明
+ AND
- NOT
( ) 圆括号 – 将运算符应用于一组关键字
" " 引号 - 搜索精确匹配项
[ ] 方括号 - 搜索范围值
*、? 通配符 - 用在词语中间或末尾，代表可替代 * 的任何值。
可以通过搜索或排除指定类别进一步限制搜索。类别的语法格式是
category:search_term。使用引号在类别中搜索精确匹配字符串。使用 AND 和 NOT运算符按逻辑添加或删除类别。
示例
搜索包含 sales 但不包含 oracle 的文档：
+sales –oracle
搜索包含短语 radio sales 的文档：
"radio sales"

搜索包含 sales 但不包含 oracle，或包含 sales 但不包含 radio 的文档：
+sales –(oracle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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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包含词语 sales 和 oracle 的文档：
+sales +oracle

搜索包含 rent 和 sales 或 rent 和 oracle 的文档：
+rent +(sales oracle)

(+rent +sales) (+rent +oracle)

搜索名称以 revenue 开头但不在 Sample Content 文件夹中的文档：
+FileName:revenue* -Path:"Sample Content"

搜索在 2007 年 12 月 15 日到 2007 年 12 月 21 日之间修改的文档
+LastModifiedDate:[2007-12-15 TO 2007-12-21]

搜索在 2007 年修改的文档
+LastModifiedDate:[2007]

搜索在 2007 年 12 月修改的文档
+LastModifiedDate:[2007-12]

支持的 MIME 类型
以下 MIME 类型可通过“搜索服务”建立索引并与“搜索”表达式一同使用。
Financial Reporting MIME 类型
• Financial Reporting 批处理
•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
• Financial Reporting 图表
• Financial Reporting 网格
• Financial Reporting 图像
•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
• Financial Reporting 行与列模板
• Financial Reporting 快照帐簿
• Financial Reporting 快照报表
•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本

第 2 章搜索存储库中的项

2-21



图像 MIME 类型
• BMP 文件
• GIF 文件
• JPEG 图像文件
• PNG 图像
Microsoft Office MIME 类型
• MS Excel 文件
• MS PowerPoint 文件
• MS Word 文件
其他 MIME 类型
• 逗号分隔值文件
• HTML 文件
• PDF 文件
• 纯文本
• RTF 文件
• XML 文件
• ZIP 文件

安全
终用户在不破坏文档或数据安全性的情况下查询返回结果和相关内容。搜索结果基于用户的安全配置文件。这些结果不包括用户无权查看的文档。

搜索结果
搜索操作根据在文档特定的元数据中定位用户关键字来返回结果列表；例如，文档名称、创建日期或作者（仅对于 Financial Reporting Word 或 PDF 文档）以及从文档提取基于内容的信息。
结果以文档引用和概要的列表形式返回，并按相关性进行排序。搜索结果为：
• 根据内容类型、修改日期和在“浏览存储库”中的文件位置进行分类。
• 按相关性或修改日期排序
• 经授权；用户凭据可确保仅返回经授权的用户授权内容
搜索结果包括：
• 文件名（单击文件名将启动此文档）
• 说明
• 文档类型
• 后修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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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路径（双击文件路径将启动文件夹）
可以根据分数或 后修改日期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
默认情况下，按分数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文档的分数或相关性取决于该关键字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以及其他关键字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例如，关键字出现 3 次但仅有 5 个字的文档的分数高于关键字出现 10 次但有 1000 个其他关键字的文档的分数。
也可以根据文档类型、修改日期或发布位置筛选搜索结果。

使用 Smart View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为 Financial Reporting 和 Planning 组件提供了一个通用的
Microsoft Office 界面。
此集中式界面允许同时使用这些组件并改进了与 Microsoft Office 的集成。
Smart View 将当前数据对象的当前页面导出到 Excel、Word 或 Power Point，并在可以升级到新的 Smart View 版本时通知您。

从“浏览存储库”中安装 Smart View
从“浏览存储库”中安装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时，Office 客户端组件将显示为 Microsoft
Office 套件内的菜单和工具栏。

注：
安装 Smart View 之前，请退出所有 Microsoft Office 应用程序，并启用弹出菜单。

要从“浏览存储库”中安装 Smart View 客户端：
1. 从“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工具、安装和 Smart View。
2.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下，选择下载 新版本。
3. 接受许可协议，然后单击立即下载。
4. 接受默认安装选项。

默认情况下，安装向导会将 Smart View 程序文件安装到 C:\Oracle\SmartView 下。可以指定不同的安装目录。
5. 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
6. 重新打开 Microsoft Office 应用程序。

注：
如果 Word 无法显示菜单，请在 Excel 中创建数据源连接，然后重新启动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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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到 Smart View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支持以下导出选项：
• 将当前数据对象的当前页作为图像导出到 Word、Power Point 或 Excel 中。插入后，您可以查询相应的 Web 应用程序以刷新该图像。
• 将文档作为可供查询的 HTML 或带格式的 HTML 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中。

将内容导出为可供查询的 HTML 格式时，当前数据对象的当前页会被转换为 HTML格式，并删除 Oracle 特定的格式设置。包括所有数据行和列（其中包括隐藏的行和列），以确保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Windows) 中的即席查询格式有效。此外，不包括 Financial Reporting 公式和文本行和列。这使得 Smart View 能够在不依赖 Web 应用程序的情况下查询数据源。
将内容导出为带格式的 HTML 时，当前数据对象的当前页面将连同 Oracle 格式定义和计算成员一起转换为 HTML。这种带格式的内容使 Smart View 无法直接查询数据源，但使 Office 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Oracle 内容。

并非所有数据源和 Web 应用程序都支持所有的导出选项。下表指出了 Smart View 的导出选项：
表 2-6     Smart View 导出选项
Web 应用程序 将图像导出到

Microsoft Word 和
PowerPoint

将带格式的 HTML 导出到 Excel
将可供查询的 HTML导出到 Excel

Planning 是 是 是
Financial Reporting 是 是 是
由于 Excel 工作表不允许用户将数据输入到只读单元格中，因此诸如“自动求和”、F9 等
Excel 功能以及一些格式设置功能在 Smart View 中是禁用的。

使用 Smart View 导入 Financial Reporting 内容
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您可以从“浏览存储库”导入 Financial Reporting 内容。可以使用智能标记导入报表设置。
根据您选择导入的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的类型，系统可能会要求您对提示做出响应，而不是使用默认值或登录到数据源。报表可能包含您可以更改或允许扩展的默认用户视点、网格视点或页面成员。
要使用 Smart View 导入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
1. 连接到存储库后，右键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然后选择打开。
2. 在“预览”屏幕上，选择所需选项：

• 选择所有页将导入页下拉列表中列出的成员的所有页；清除所有页将仅导入页下拉列表中列出的当前页。
• 仅适用于 Microsoft Excel：选择跨工作表拆分页会将在页下拉列表中选择的每个成员页置于单独的工作表选项卡中；清除跨工作表拆分页会将在页下拉列表中选择的所有成员页都置于同一个工作表中。
• 仅适用于 Excel 的选项：要恢复为“浏览存储库”视点，请选择使用工作区视点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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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将文档导入为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完全格式化 - 仅适用于 Microsoft Excel：选择此选项将显示完全格式化的 HTML报表。
– 可供查询 - 仅适用于 Microsoft Excel：选择此选项可使用 Oracle Hyper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或 Analytical Services 数据源对报表运行即席分析。包括所有数据行和列（其中包括隐藏的行和列），以确保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Windows) 中的即席查询格式有效。此外，不包括 Financial Reporting 公式和文本行和列。快照报表不支持“可供查询”选项。

– 图像 - 仅适用于 Microsoft Word 或 PowerPoint：选择此选项会将报表导入为图像。
3. 单击完成，以将报表导入到 Microsoft Office 应用程序中。

设置权限
定义文件和文件夹的权限，以及将权限应用于文件夹中的对象。
另请参阅：
• 关于设置权限
• 向文档存储库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 定义文件和文件夹的权限
• 将权限应用于文件夹中的对象

关于设置权限
访问权限定义您的访问级别：查看、修改或完全控制。导入对象时，可以：
• 指定可以访问的用户和到达的级别。
• 完全控制导入的对象，并且可以更改所有角色、组和用户的权限级别。
• 通过角色或组而非单个用户授予权限。
导入或选择对象时设置对象权限。
用于设置权限的规则：
• 要推送对象，需要适当的权限和能够推送对象的角色。您可以推送除了文件夹以外的任何对象。
• 通过更改对象权限使其能够在存储库中访问。
• 通过将对象推送到“收藏夹”使其能够在“收藏夹”中访问。
• 要向文件夹内的对象应用权限，您需要具有适当的权限和角色。

注：
在简化的用户界面中，不包含登录用户可访问的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的文件夹不会显示在“报表”中，即使用户可以在“浏览存储库”中访问该文件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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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档存储库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在 22.07 更新之前，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使用预先植入的 WORLD 组授予对浏览存储库对象（例如报表和文件夹）的访问权限。此更新允许
Oracle 通过各种报表识别对权限的更改。
由于此更改，WORLD 组不再列在浏览存储库中。如果您在 22.07 更新之前使用了 WORLD组，则必须完成以下步骤以确保可访问存储库对象：
• 在访问控制中创建一个组，所有 EPM 云 用户都是其成员。
• 在浏览存储库中，向该组授予访问权限。
在访问控制中创建组
您可以在访问控制中创建一个嵌套组，以确保所有用户都继承了访问浏览存储库对象所需的权限。
要在访问控制中创建组：
1. 以服务管理员身份访问 EPM 云环境。
2. 创建嵌套组。请参阅《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访问控制》中的“创建组”。要确保所有用户都继承了所需的浏览存储库权限，请将以下组分配为组成员：

• 服务管理员
• 超级用户
• 用户
• 查看者
 

 

授予对浏览存储库的访问权限
使用您在上一节中创建的组来分配浏览存储库的访问权限。这些访问权限必须与您在
EPM 云 22.07 更新之前授予 WORLD 的权限相匹配。

第 2 章设置权限

2-26



要授予权限：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展开根。
2. 右键单击一个文件夹，然后选择应用权限到子代。
3. 在应用权限到选定文件夹的子代中，依次选择组和更新列表。
4. 选择您创建的访问控制组，并将其移动到“选定用户、组和角色”列。
5. 选择要分配给文件和文件夹的访问权限。

• 单击文件夹访问下列出当前访问权限（继承）的单元格，然后选择要授予的访问权限。
• 单击文件访问下列出当前访问权限（继承）的单元格，然后选择要授予的访问权限。
 

 

6. 验证是否选中了覆盖当前权限。
7. 单击确定。

定义文件和文件夹的权限
要定义文件和文件夹的权限：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文件或文件夹，然后选择编辑权限。

可以在浏览中选择多个项并应用权限。
2. 在权限对话框中，选择要向其应用权限的用户、组和角色

只能向用户具有“完全控制”权限的项应用权限。
• 要使用所有用户、组或角色填充该列表，请选择更新列表。
• 要筛选该列表，请选择开始于、包含或在组中，然后输入筛选条件，再单击更新列表。
如果未列出所有对象，则按条件筛选该列表或联系管理员。管理员确定要列出的对象的大数量。不支持通配符，筛选器不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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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所需的用户、组和角色移到选定用户、组和角色。
4. 在选定用户、组和角色中，从名称列中选择一个名称，然后在访问列下单击以访问可从中选择以下权限之一的下拉菜单：

• 完全控制
• 修改
• 查看
• 禁止访问

5. 可选：根据您要为文件夹还是文件定义权限，请选择使这些成为我创建的所有文件夹的默认权限或使这些成为我导入的所有文件的默认权限以默认将权限应用于其他文件夹或所导入的内容。
6. 单击确定应用权限。

将权限应用于文件夹中的对象
注：
权限只会应用于用户具有“完全控制”权限的文件夹内的对象。

要将权限应用于文件夹中的对象：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文件或文件夹，然后选择应用权限到子代。
2. 在应用权限到选定文件夹的子代对话框中，选择要向其应用权限的用户、组和角色。

• 要使用所有用户、组或角色填充该列表，请选择更新列表。
• 要筛选该列表，请选择开始于、包含或在组中，然后输入筛选条件，再单击更新列表。
如果未列出所有对象，则按条件筛选该列表或联系管理员。管理员确定要列出的对象的 大数量。不支持通配符，筛选器不区分大小写。

3. 将所需的用户、组和角色移到选定用户、组和角色。
4. 在选定用户、组和角色中，从名称列中选择一个名称，然后在文件夹访问和文件访问列下单击以访问可从中选择以下权限的下拉菜单：

• 继承
• 完全控制
• 修改
• 查看
• 禁止访问

5. 从收藏夹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 推送 - 将对象推送到用户的“收藏夹”。
• 不推送 - 如果这是唯一选项设置，则仅供查看。

6.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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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当前权限 - 删除现有权限并设置新权限。
• 与当前权限合并 - 重新定义某些权限并将新权限添加到现有权限。更改以递归方式应用到文件夹子元素

在合并操作中，如果某些对象的“应用权限到子代”中已存在用户且已授予该用户新权限，则新权限生效。
7. 依次单击确定和是以更改权限。

使用属性
设置常规属性和高级属性，以及更改对象的所有权。
另请参阅：
• 设置文件属性
• 常规属性
• 高级属性
• 更改对象的所有权

设置文件属性
要设置文件属性：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文档，然后选择属性。
2. 设置所需属性，然后单击确定。

常规属性
表 2-7    对象的常规属性
常规属性 定义
名称 分配给文件、文件夹或 URL 的名称。
说明 文件、文件夹或 URL 的说明。将长度限制为 250 个字符。
UUID （只读）通用唯一标识符：用于唯一标识存储库对象的 128 位编号。
所有者 对象导入者的用户 ID。要更改对象的所有者，请参见“更改对象的所有权”。
原文件名（仅限文件对象） （只读）导入或创建文件时的文件名
大小（仅限文件对象） （只读）文件大小
SmartCut（仅限文件对象） （只读）指向文件的 URL

URL（仅限 URL 对象） URL 以 http:// 或 https:// 开头。
快捷方式（仅限快捷方式对象） 快捷方式指向的文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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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属性
表 2-8    对象的高级属性
高级属性 定义
MIME 类型 （只读）多用途 Internet 邮件扩展。
在此日期自动删除项 启用以自动从存储库中删除此对象。
隐藏项 在“浏览存储库”中隐藏文件和文件夹。

范例：针对 HTML 文件所需的图像文件启用该选项，以便这些用户仅选择 HTML 文件。
自动生成关键字 根据“名称”和“说明”中的字生成关键字。搜索功能使用这些关键字查找对象。

注意：文件夹不存在此属性。
关键字 用于搜索对象的关键字。

强烈建议为对象创建关键字并使用这些关键字搜索存储库对象。
注意：文件夹不存在此属性。

更改对象的所有权
用户可以更改存储库对象（包括文件夹、子文件夹、事件和调度）的所有权。
要更改所有权，必须具有“完全控制”或“服务管理员”角色权限。
要更改对象的所有者：
1. 从“浏览存储库”中，选择一个对象。
2. 依次选择文件和属性。
3. 在属性中，选择更改所有者。
4. 在更改所有者对话框中：

a. 选择开始于、包含或在组中，然后输入筛选条件。
b. 选择更新列表，然后单击确定。
c. 选择确定。

5. 单击确定退出“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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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的首选项
另请参阅：
• 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在“浏览存储库”中，使用常规选项卡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以及使用

Reporting Studio 选项卡设置客户端首选项。
• 常规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定义默认预览模式、用户视点、可供查询的报表和 Word 报表、同等提示、注释打印详细信息、千位分隔符和小数分隔符以及日期值格式。
• Reporting Studio 首选项定义单位和准线设置。

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
在“浏览存储库”中，使用常规选项卡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以及使用 Reporting
Studio 选项卡设置客户端首选项。
要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的首选项：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文件和首选项。
2.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3. 在常规选项卡和 Reporting Studio 选项卡中，设置所需的首选项。

常规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
定义默认预览模式、用户视点、可供查询的报表和 Word 报表、同等提示、注释打印详细信息、千位分隔符和小数分隔符以及日期值格式。
表 3-1    常规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
首选项 说明
默认预览模式 如何预览文档（HTML 或 PDF）
用户视点 是否在运行报表前显示用户视点可以单击设置成员来选择希望在使用用户视点时可用的成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的用户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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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续） 常规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
首选项 说明
可供查询的导出 如何导出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

• 导出模式
– Smart View 将报表导出为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文件。
– Excel 网格在 Microsoft Excel 中打开导出的文件。
– 当使用 HTML 预览显示报表时，已禁用将隐藏可供查询的链接。

• 导出到
– 新建工作表将导出的报表作为新工作表在现有 Excel 工作簿中打开。
– 新建工作簿将导出的报表作为新 Excel 工作簿中的“工作表 1”打开。

注：
“导出到”选项仅在“导出模式”设置为 Smart View 时适用。当“导出模式”设置为“简单 Excel”时，这些选项不可用。

Word 导出 如何导出 Word 文档：
• 图像 - 生成基于 .jpg 的 .doc 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 Word 文档中的每个页面，报表内容都是一个图像。优点：图像格式将具有与在 PDF 中相同的布局。

缺点：无法编辑图像。
• 文档 - 生成一个 .docx 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报表内容作为文本和表格输出到

Word 文档。图表将呈现为图像。优点：可以在 Word 中编辑图像。
缺点：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组件在布局信息中会丢失 - 所有组件都会跑到 .docx 文档的左侧。如果有两个并排的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则 右侧的对象将显示在 左侧的对象下方。某些 Financial Reporting 函数，例如 page
()，不能正常工作。

合并同等提示 是仅响应一次还是连续响应重复的提示和变量
注释打印详细信息 如何打印注释• 使用脚注详细信息 - 创建系统定义的脚注。将应用常规格式设置并使用系统定义的大小和字体。要启用此选项，请在注释打印首选项下拉列表中选择详细信息。

• 使用脚注文本对象 - 使用报表文本对象中的脚注功能来打印注释。注脚功能由报表设计者创建。此选项为注释的格式设置和打印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注脚功能可以指定仅打印向标题和内容应用了不同大小、字体和颜色的网格注释。要启用此选项，请在注释打印首选项下拉列表中选择文本对象。
千位分隔符 逗号、句点、下划线或空格
小数分隔符 逗号、句点、下划线或空格
日期值格式 Essbase 日期值在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中的呈现方式网格中的单元格可以返回日期值；该日期值以数值形式存储在 Essbase 中。

日期值格式还控制在 PDF 报表中显示注释时的日期格式以及在批处理调度器中的“开始时间”列中显示日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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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 Studio 首选项
定义单位和准线设置。
表 3-2    Reporting Studio 首选项
首选项 说明
单位 报表设计器中的单位设置
准线 报表设计器中的背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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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数据库连接
另请参阅：
• 数据库连接管理器使用数据库连接管理器管理报表、帐簿、已保存的报表对象（行/列模板、网格）、批处理和已调度批处理。
• 添加和编辑数据库连接创建数据库连接时，将其添加到“数据库连接管理器”对话框的列表中。
• 登录到数据库连接登录通常是自动进行的。
• 数据库连接属性定义数据库连接名称、类型、服务器、用户 ID、密码和应用程序/数据库。
• 选择应用程序和数据库名称选择应用程序对话框显示应用程序和对应数据库的树形视图。
• 编辑数据库连接您可以编辑数据库连接。
• 删除数据库连接您可以删除数据库连接。
• 更改数据库连接您可以在“浏览存储库”中更改报表和帐簿的数据库连接。

数据库连接管理器
使用数据库连接管理器管理报表、帐簿、已保存的报表对象（行/列模板、网格）、批处理和已调度批处理。
数据库连接管理器提供有关每个数据库连接的以下信息：
• 名称 - 创建数据库连接的用户为数据库连接指定的名称

例如，Vision:Plan1、Vision:Plan2 或 Vis1ASO。
• 值 - 应用程序和数据库名称

例如，如果您的应用程序为 Vision，数据库名称为 Plan1，则值为 Vision:Plan1。

注：
Oracle Fusion General Ledger 只能使用 Essbase 作为数据库。

在 Reporting Studio 出现提示时，用户可以选择现有数据库连接；例如，将网格添加到报表时。数据库连接包括数据库名称、ID、密码以及每个数据源各不相同的一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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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仅支持本地数据库连接。不支持直接连接到 EPM 云中的基础 Essbase 多维数据集

添加和编辑数据库连接
创建数据库连接时，将其添加到“数据库连接管理器”对话框的列表中。
要添加数据库连接：
1. 从“浏览存储库”中，选择工具，然后选择数据库连接管理器。
2. 单击新建。
3. 在数据库连接属性中，输入请求的值，然后单击确定。

注：
“数据库连接属性”对话框中的字段取决于选定的数据源。

登录到数据库连接
登录通常是自动进行的。
如果您未在数据库中注册，则会提示您通过“数据库连接属性”对话框登录，其中会显示报表设计器分配的数据库连接名称。
要登录到数据库连接：
1. 在数据库连接属性中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2. 单击确定。

数据库连接属性
定义数据库连接名称、类型、服务器、用户 ID、密码和应用程序/数据库。
表 4-1    数据库连接属性
属性 说明
数据库连接名称 用于标识数据库连接的名称
类型 数据源类型
服务器 数据源服务器名称注意：对于 Fusion 应用程序，请输入 Essbase_FA_Cluster。
用户 ID 数据源的用户 ID
密码 用于访问数据源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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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续） 数据库连接属性
属性 说明
应用程序/数据库 单击  以选择应用程序和数据库。请参阅“选择应用程序和数据库名称”。

选择应用程序和数据库名称
选择应用程序对话框显示应用程序和对应数据库的树形视图。
应用程序作为父代列出，数据库作为子代列出。
要选择应用程序和数据库名称：
1. 在数据库连接属性对话框中，单击应用程序字段旁边的图标，然后滚动通过列表来找到您的选择，或在应用程序/数据库字段中输入应用程序或数据库名称。

对于与数据库不相关的数据源，仅列出应用程序。
2. 对于与数据库相关的数据源，请选择该数据库，然后单击确定。对于与数据库无关的数据源，请选择该应用程序，然后单击确定。

编辑数据库连接
您可以编辑数据库连接。
1. 从“浏览存储库”中，选择工具，然后选择数据库连接管理器。
2. 在数据库连接管理器中，选择要编辑的数据库，然后单击编辑。
3. 执行更改，然后单击确定。

删除数据库连接
您可以删除数据库连接。
1. 从“浏览存储库”中，选择工具，然后选择数据库连接管理器。
2. 在数据库连接管理器中，选择要删除的数据库连接，然后单击删除。
3. 此时将显示确认消息。单击是确认删除。

更改数据库连接
您可以在“浏览存储库”中更改报表和帐簿的数据库连接。
可以在从开发环境服务器移动到生产环境服务器时，更改数据库连接。
更改的数据库连接中的维与之前的维不匹配时，显示以下类似错误消息：
1012: 报表包含无效网格。找不到以下维: <Dimension>
打开并保存具有不匹配维的报表时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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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旧数据库连接中存在但新数据库连接中不存在的维。从网格删除行和列中存在的维及其成员。如果删除之后行或列中不存在维，则必须将有效的维添加到已清除的行或列中，以便报表能够运行。
• 将新数据库中存在但旧数据库中不存在的维添加到视点。
如果报表在行和列中包含至少一个维，则收到错误消息时仍可以运行和打开报表。也可以从存储库导出报表。
如果不需要对不匹配维所做的自动修改，可以关闭报表并还原为原始数据库连接。
为报表或帐簿更改数据库连接时，也可以验证该数据库是否具有相同的维。为报表选择该选项时，如果维不匹配，则将显示操作失败。同样，如果维与帐簿中的特定报表不匹配，则将显示整个帐簿的操作失败。如果未选择验证，则更改报表和帐簿的数据库连接时不显示不匹配的维。但是，打开或运行报表或帐簿时可能出错。
要更改数据源：
1. 从“浏览存储库”中，选择工具，然后选择更改数据库连接。
2. 在类型字段中，选择一个报表类型，然后选择一个项目，单击确定。
3. 在更改数据库连接中，选择相应的项，然后单击确定。
4. 在查找对该数据库连接的所有引用中，选择要更改的数据库连接。
5. 在替换为中，选择数据库连接。

要新建数据库连接，请单击新建数据库连接。请参阅“添加和编辑数据库连接”。
6. 如果选择了多个项，请更改所选择的所有项。
7.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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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计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的文档
另请参阅：
• 关于“浏览存储库”中的文件、文件夹和文档使用“浏览存储库”管理文件、文件夹和文档。
• 创建文档
• 关于帐簿帐簿是在“浏览存储库”中创建、编辑和保存的。要创建帐簿，必须具有 Planning 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角色。
• 创建帐簿帐簿是在“浏览存储库”中创建、编辑和保存的。
• 向帐簿添加报表和文档使用“浏览存储库”将报表和文档添加到帐簿中。
• 使用成员选择成员、创建和保存成员列表，以及选择可从数据库连接动态检索成员的函数。
• 打开、重命名和保存帐簿在“浏览存储库”中打开、重命名以及保存帐簿和快照帐簿。
• 查看报表、帐簿和快照帐簿必须安装 Acrobat Reader 才能查看“浏览存储库”中的 PDF 文件。
• 打印报表、帐簿和快照帐簿您可以打印整个帐簿、快照帐簿，或者帐簿或快照帐簿中的单个报表。
• 打开与其他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同名的快照帐簿使用 URL 打开与其他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同名的快照帐簿：

关于“浏览存储库”中的文件、文件夹和文档
使用“浏览存储库”管理文件、文件夹和文档。
• 文档、文件和文件夹可以使用以下格式打开：

– PDF

– 文本文件
• Financial Reporting 用户可以订阅文档。当文档更新时，用户会得到通知。
• Financial Reporting 用户必须导入文档，然后其他用户才能访问文档。导入可将以前的私有信息公开发布。

创建文档
创建文档涉及创建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或批处理。
要创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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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次选择文件、新建和文档。
2.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收集报表到帐簿（请参阅“创建帐簿”）
• 用于调度的批处理报表（请参阅“设计批处理”）

3. 将所请求的信息输入到向导中，然后单击完成。
关于帐簿

帐簿是在“浏览存储库”中创建、编辑和保存的。要创建帐簿，必须具有 Planning 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角色。
帐薄可包含：
•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
• 动态报表
• 快照报表
• 标题文本
• URL 链接可以从浏览器或 Oracle Universal Content Management 服务器复制 URL。
• 第三方文档

– Microsoft Word，包括：
* 使用 FRExecute 函数嵌入的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请参阅“使用

FRExecute 将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嵌入 Microsoft Word 和 HTML 文档”。
* Smart View 查询

– Microsoft Excel

– Microsoft PowerPoint

– PDF 文件
– HTML 文件
– 文本 (.txt) 文档
第三方文档列在目录中，可以像启动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一样启动它们。使用“以 PDF 格式显示完整帐簿”打开帐簿时，这些文档也包括在 PDF 文件中。

帐簿类型
可以定义两种类型的帐簿并将其保存到存储库中：
• 帐簿 - 包括报表、快照报表及其他对象，例如文本、PDF 文件及 Microsoft

PowerPoint、Excel 和 Word 文件。当运行帐簿时，会从数据库动态检索报表数据，快照数据则保持静态。
• 快照帐簿 - 保存为快照帐簿的帐簿。当保存帐簿时会创建报表中包含的数据及目录。无论何时查看快照帐簿，都不会应用数据级别的安全性。当创建快照帐簿并基于为保存该快照帐簿的用户设置的数据级别安全性时，才会应用数据级别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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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eporting Studio 中创建的报表或快照报表、位于存储库中的其他对象（例如文本、
HTML、PDF 文件及 Microsoft PowerPoint、Excel 和 Word 文件）以及 URL 都可以组合到帐簿中，这样您通过一个会话便可生成它们的输出。
也可以将帐簿配置为生成具有不同成员选择的多个报表版本。当运行包含这些报表的帐簿时，会一次运行包含的所有报表。可以单独打印或查看帐簿中包含的报表，也可以作为整个帐簿来打印或查看。
下表列出了可用于报表、快照、帐簿和快照帐簿的功能。

表 5-1    报表、快照、帐簿和快照帐簿的可用功能
功能 报表 快照 帐簿 快照帐簿
提示 是 否 是 否
用户视点 是 否 否 否
XML、HTML 和 PDF 是 是 是 是
页轴 是 是 是 是
展开 是 否 否 否
相关内容 是 是 是 是
网格视点 是 否 否 否
电子邮件链接 是 是 是 是

帐簿视点
帐簿包含一个帐簿视点，它是帐簿中每个报表的用户视点中所有维的组合。未在报表中定义的维会被默认为用户 POV 成员，并且维会显示在帐簿编辑器的帐簿 POV 中。您还可以选择用户
POV 作为帐簿 POV 的成员，这样能够修改参数，因为这些参数不会再存储在帐簿定义中。
为帐簿视点中的维选定的成员会用于引用该维的帐簿视点的每个报表。视点中的数据源会匹配帐簿中的报表所用的数据源。
当帐簿被调度为部分批处理时，则会由调度的批处理 POV 控制引用用户 POV 的维。

注：
不支持帐簿视点中的 DTS 函数。

帐簿输出
PDF 和 HTML 形式的帐簿输出具有下列功能：
• 可以使用目录定义其中包含多个节或子节的帐薄。
• 可以使用模板对布局和页面进行自定义（仅 HTML）。
• 可以通过 Oracle Universal Content Management 向帐簿添加第三方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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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帐簿
帐簿是在“浏览存储库”中创建、编辑和保存的。
另请参阅：
• 创建帐簿时的注意事项
• 创建帐簿
• 设置帐簿属性
• 添加目录
• 添加封面

创建帐簿时的注意事项
在创建帐簿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PDF 输出不支持插入到帐簿中的 HTML 文档，因为在图表、图像和 FRExecute 结果呈现方面存在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请改用 Word 文档，而不使用 HTML。
• 除了以尖括号括起来的文本（如 "<123>"）之外，帐簿搜索能够正常处理特殊字符。您可以分别搜索字符 "<" 或 ">" 或 "123"。
• 将帐簿保存为快照帐簿时，将删除展开。
•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中的相关内容可以包括在帐簿输出中，并且在 HTML 帐簿中可用。请参阅“帐簿中相关内容的行为”。
• 除了 URL 之外，文件必须位于存储库中才能选择将它们用于帐薄。
• 因为禁止将 HTML 和文本文件上传到“浏览存储库”，所以不要在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中使用这些文件类型。
创建帐簿

帐簿是在“浏览存储库”中创建、编辑和保存的。
要创建帐簿：
1. 从“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文件、新建和文档。
2. 在选择任务向导中，选择收集报表到帐簿，然后单击下一步。
3. 在选择文件中，选择报表和其他对象，然后单击  将其移至选定项列。

要删除帐簿中的报表或其他对象，请选择该报表或对象，然后单击 。要删除帐簿
中的所有报表和对象，请单击 

如果移动、删除或重命名存储库中的报表或其他对象，下次打开帐簿时即会从帐簿中删除这些对象。如果希望在帐簿中包括这些对象，则必须再次添加它们。
4. 单击完成以打开帐簿编辑器。

要在目录中显示维，请在帐簿编辑器中选择维名称。然后在底部面板中，选择显示。
5. 可选：为帐簿视点添加或更改成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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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名称列中，双击维行以显示成员选择。
b. 选择成员。
c. 单击确定。

6. 可选：将报表成员选择从一个报表复制到另一个报表。
a. 选择包含要复制的成员的报表。
b. 依次选择编辑和将成员选择复制到，然后选择一个报表。
仅在“用户视点”上的维相同的报表之间复制成员选择。

7. 依次选择文件和保存，以指定的文件名和说明保存帐簿。
设置帐簿属性

可以在下列区域中设置帐簿属性：
• 常规 - 提供全局帐簿设置。可以设置纸张大小、将页面编号方式设置为连续编号、在页面编号中包括目录、基于报表或基于成员选择来编纂目录、在批量输出中包含相关内容、指定起始页码以及启用嵌入式内容处理（FRExecute 和超链接）。
• 目录 - 可以在打印输出中包含目录以及设置页面方向。
要对帐簿的“常规”属性进行更改：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帐簿并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从编辑器右上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帐簿设置。
3. 在常规标题下，编辑以下任何属性：

• 纸张大小
• 连续页码 - 必须在帐簿中的每个报表的页眉或页脚中指定页码编号，才可以打印页码。
• 在页码编号中包含目录
• 整理报表依据
• 在批量输出中包含相关内容 - 如果帐簿的“帐簿设置”属性设置为“在批量输出中包含相关内容”，而且生成了 PDF 格式的完整帐簿，则将在 PDF 结果中包含所有相关内容链接。相关内容链接对象显示在其链接的报表之后。帐簿目录中始终包含“相关内容”链接对象，并显示为其链接的报表的子代。如果多次链接同一对象或从不同报表链接同一对象，则该对象只包含一次，而且只在帐簿目录中显示一次。
• 起始页码
• 启用嵌入式内容处理 - 选择“是”可开启 Word、HTML 和 URL 对象的 FRExecute 函数和超链接处理。选择“否”可关闭 Word、HTML 和 URL 对象的 FRExecute 函数和超链接处理。对于包含不具有任何 FRExecute 函数或超链接的 Microsoft Word 对象的帐簿，选择“否”。
• 有关嵌入式内容处理行为信息，请参阅“超链接和 FRExecute 的处理行为”。

要对帐簿的目录属性进行更改：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帐簿并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从编辑器右上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帐簿设置。
3. 在目录标题下，编辑以下任何属性：

第 5 章创建帐簿

5-5



• 在打印输出中包含：对于 HTML 或 PDF 预览，此选项不适用。帐簿预览始终包含帐簿的目录。
• 方向：选择纵向或横向

帐簿中相关内容的行为
在“帐簿编辑器”中选择在静态帐簿 HTML 和 PDF 中包含相关内容时，可参阅下面提供的有关相关内容的附加信息：
• 如果将该属性设置为 True，则生成静态帐簿 HTML 输出时，将执行在帐簿的报表中出现的任意相关内容链接：

在执行相关内容链接时，将检查该链接中的 URL。
– 如果该 URL 引用的是当前存储库中的报表或快照报表，则将执行该报表并将结果包含在静态帐簿 HTML 输出中。如果该报表为快照报表，则将从存储库中加载此报表并将其包含在静态帐簿 HTML 输出中。执行该报表时，将使用相关内容链接所在单元格的视点，就像您单击了该链接一样。
– 如果 URL 引用的是一种被"智能切割”为存储库中的报表或快照报表的存储库，则效果将如同 URL 链接到相关内容对话框中选择的存储库对象。
– 如果 URL 引用的是一种被“智能切割”为存储库对象（而非报表或快照报表，例如 Word 文档、HTML 文件或 PDF 文件）的存储库，则将从存储库中检索此对象，并将其包含在静态帐簿 HTML 输出中。
– 如果 URL 引用的是 Oracle Universal Content Management 文档，则将检索此文档并将其包含在静态帐簿 HTML 输出中。
– 如果 URL 引用的是“待执行的 URL”列表中的一个 URL，则将检索执行该 URL时返回的 HTML 并将其包含在静态帐簿 HTML 输出中。

• 将处理包含单元格文档的单元格。
– 如果单元格文档为实际的文件，则将此文件包含在静态帐簿 HTML 输出中。
– 如果单元格文档是一个 URL，则处理该 URL 时将其视为相关内容链接。

注：
如果一个单元格包含多个相关内容链接，则将采用同一方式处理所有相关内容链接。一个单元格包含多个链接时，HTML 文档中将显示一个标准超链接。但是，用户单击该超链接时，将会显示可用链接列表。

超链接和 FRExecute 的处理行为
Microsoft Word 的链接行为与相关内容中的相似。在帐簿编辑器中，您可以在章级别使用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来控制在 .doc 或 .html 类型的章中如何处理超链接。
如果 FRExecute 报表包含相关内容，则使用启用 FRExecute 处理的效果会与在 HTML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存在一定依赖关系。下表描述了具有超链接和包含相关内容的
FRExecute 时的预期行为：

第 5 章创建帐簿

5-6



注：
如果 .doc 或 .html 文档不包含 FRExecute 和超链接，则没有必要设置“启用
FRExecute 处理”和“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设置。

案例 1：.doc 或 .html 文档包含具有相关内容的 FRExecute，也包含超链接
表 5-2     .doc 和 .html 文档包含具有相关内容的 FRExecute，也包含超链接
如果： 启用嵌入式内容处理 = 是 启用嵌入式内容处理 = 否 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 - 是 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 - 否 则会处理以下内容：

X X • FRExecute及其相关内容
• 超链接

X X • FRExecute
• 超链接

X X 超链接
X X （不执行任何处理）

表 5-3    .doc 和 .html 文档包含具有相关内容的 FRExecute，但不包含超链接
如果： 启用嵌入式内容处理 = 是 启用嵌入式内容处理 = 否 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 - 是 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 - 否 则会处理以下内容：

X X FRExecute 及其相关内容
X X FRExecute，但不处理相关内容

X X （不执行任何处理）
X X （不执行任何处理）

表 5-4    .doc 和 .html 文档仅包含超链接
如果： 启用嵌入式内容处理 = 是 启用嵌入式内容处理 = 否 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 - 是 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 - 否 则会处理以下内容：

X X 超链接
X X （不执行任何处理）

X X 超链接
X X （不执行任何处理）

并且，如果：
• 启用 FRExecute 处理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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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 = 是
则会处理 FRExecute 的相关内容，并且将处理超链接。
并且，如果：
• 启用 FRExecute 处理 = 是
• 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 = 是
则会处理 FRExecute 的相关内容，并且将处理超链接。
并且，如果：
• 启用 FRExecute 处理 = 是
• 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 = 是
则会处理 FRExecute 的相关内容，并且将处理超链接。
并且，如果：
• 启用 FRExecute 处理 = 是
• 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 = 是
则会处理 FRExecute 的相关内容，并且将处理超链接。

添加目录
另请参阅：
• 设置目录文本
• 向帐簿的目录添加标题文本
• 自定义目录

设置目录文本
在帐簿编辑器中，“显示文本”列下的信息显示目录中每个对象条目的文本。对于成员，目录中的默认文本为对象名称或成员名称。例如，如果帐簿中的对象为报表，则显示报表名称。如果帐簿中的对象为外部文件（如 Microsoft Word 文档），则显示存储库中的文件名。
位于帐簿编辑器底部的面板显示帐簿的默认属性，在此处可以针对目录更改对象的文本设置和处理设置。例如，您可以将选定对象的名称更改为对象的自定义文本，也可以选择不为选定对象显示任何文本。其他属性是只读的。
要设置对象的目录文本：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帐簿并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在帐簿编辑器中，突出显示某个对象并滚动至底部面板。您可以编辑以下各项：

• 显示 - 如果您希望对象在目录中显示，从下拉列表中按名称（对象名称）、说明（与存储库中的说明一样）或自定义文本选择。要隐藏文本，请选择不显示。
如果选择自定义文本，将启用显示文本字段，以便您输入文本。
可以在自定义文本中包括 Value 函数，以插入维的成员标签，如下所示：
<<value(dimensio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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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Value(Product)>> 或 <<Value(Year)>>
使用 Value 函数，帐簿设计者可以创建更清晰简明的目录。例如，帐簿中可能包含两个针对 Qtr1 的子代运行的报表。您可以在自定义文本中包含 <<Value(Year)>> 函数，然后隐藏成员选择。
以下示例将“期间”和“年”添加到“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报表：
Profit and Loss for <<Value(Period)>> <<Value(Year)>> 和 Balance Sheet for
<<Value(Period)>> <<Value(Year)>>
这会将目录的外观从下面：
 

 更改为：
 

 

• 显示文本 - 键入自定义文本。
• 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 - 在帐簿编辑器中选择报表时，可使用此选项。
• 有关 FRExecute 和超链接的处理行为，请参阅“超链接和 FRExecute 的处理行为”。
• 成员选择 - 在帐簿编辑器中选择了成员时，可使用此选项。要更改视点的成员，请单击该条目字段以显示预览用户视点对话框，选择一个成员，然后单击确定。

向帐簿的目录添加标题文本
要向帐簿的目录添加标题：
1. 在帐簿编辑器中，突出显示帐簿中的某个对象。
2. 在编辑器右侧的标题文本中，输入标题文本，然后单击添加。

该标题文本显示在突出显示的对象下方，但可以移动。

注：
选择了成员时，将禁用此选项。

自定义目录
帐薄会为编入其中的文档创建一个目录，目录中的标题与子标题以树形结构显示。您可以在此层次中添加内容、移动或删除内容以及设置布局格式。可以通过增大或减小缩进更改标题结构，还可以将成员选择复制到帐薄中的其他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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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帐簿创建目录。您可以按报表或成员选择来整理打印目录中的报表。例如，可以创建以下两个帐簿：
帐簿 1 资产负债表（纽约、波士顿），(Q1, Q2) 现金流（纽约、波士顿），(Q1, Q2)

帐簿 2 资产负债表（实际、预算）(Q1, Q2) 现金流（纽约、波士顿），(Q1, Q2)

如果按报表比较打印帐簿中的报表，则会运行每组成员选择的第一个报表，然后运行每组成员选择的第二个报表。生成下列帐簿：
Book1 Table of Contents

Balance Sheet

 New York, Q1

 New York, Q2

 Boston, Q1

 Boston, Q2

 Cash Flows

 New York, Q1

 New York, Q2

 Boston, Q1

 Boston, Q2

如果按成员选择整理打印帐簿中的报表，则会运行成员选择的每个报表。创建下列帐簿：
Book1 Table of Contents

Balance Sheet

 New York, Q1

 Cash Flows

 New York, Q1

 Balance Sheet

 New York, Q2

 Cash Flows

 New York, Q2

 Balance Sheet

 Boston, Q1

 Cash Flows

 Boston, Q1

 Balance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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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ton, Q2

 Cash Flows

 Boston, Q2

添加封面
可以向任何帐簿添加封面。以 PDF 格式显示完整帐簿方式查看帐簿输出时，将在目录之前显示封面。封面可以是以下文件类型之一：
• PDF 文件
• Microsoft Word

注：
选择“HTML 预览”或“PDF 预览”时，不显示封面。

要选择作为封面的对象：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帐簿并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在帐簿编辑器中，从帐簿对象列表中为封面选择 PDF 文件或 Microsoft Word 文件，然后导航到包含对象设置的下部窗格。
3. 在值列中，单击封面行中的箭头，然后选择是。

选定的对象将移到帐簿对象列表的顶部，并用星号标出该对象是封面。
向帐簿添加报表和文档

使用“浏览存储库”将报表和文档添加到帐簿中。
另请参阅：
• 向帐簿中添加报表
• 将文档添加到帐簿
• 在帐薄中使用 Microsoft Word 文档
• 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的用户视点

向帐簿中添加报表
在将报表添加到帐簿时，报表可能会包含选择成员的提示。提示可以在帐簿运行时进行定义。另外在向帐簿添加报表时，帐簿 POV 中的维可以设置为多个成员。帐簿运行时，将对每个成员重复运行报表。例如，如果选择了北、南、东、西、实际和预算，则帐簿包含报表的八个版本（北、南、东、西的实际数据和北、南、东、西的预算数据）。
如果对帐簿中的所有报表使用相同的成员选择，则可以按成员选择汇总打印输出。例如，这样做将允许按“东”或“预算”对所有报表分组。在以下情况下不能按成员选择进行整理：
• 设置了章缩进
• 帐簿包含外部内容，这些内容的帐簿成员选择与其他章的成员选择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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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同一数据源，则可以在报表间复制成员选择，从而无需多次选择共享成员。
要将报表添加到帐簿中，请按照“将文档添加到帐簿”中的步骤操作。

将文档添加到帐簿
要将文档添加到帐簿：
1. 在帐簿编辑器中，突出显示某个文档。
2. 在编辑器右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添加文档的情况下，选择某个文档，然后单击添加。

该文档显示在突出显示的对象下方，但可以移动到其他位置。

注：
选择了成员时，将禁用此选项。

在帐薄中使用 Microsoft Word 文档
另请参阅：
• 关于在帐薄中使用 Microsoft Word 文档
• 在 Microsoft Word 中创建超链接
• 使用 FRExecute 将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嵌入 Microsoft Word 和 HTML 文档
• 打印文本文件

关于在帐薄中使用 Microsoft Word 文档
在帐薄中使用 Microsoft Word 文档时：
• 可以使用 Microsoft Word 的超链接选项通过 Oracle Universal Content

Management 插入指向报表或位于存储库和第三方文档中的任何文件的链接。请参阅“在 Microsoft Word 中创建超链接”。
• 可以使用 FRExecute 函数插入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请参阅“使用 FRExecute将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嵌入 Microsoft Word 和 HTML 文档”。
• 可以使用 Word 产品中包含的所有格式功能。

在 Microsoft Word 中创建超链接
在 Microsoft Word 文档中，可以通过从下列对象中复制和粘贴文档的 URL 来插入超链接：
• 位于浏览存储库中的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或任意文件
• Oracle Universal Content Management 中的任意文件
创建帐簿时，所有报表（在 FRExecute 和超链接中指定的报表）中的所有 POV 都包括在相应的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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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帐簿的“HTML 预览”或“PDF 预览”视图中选择包含超链接的 doc 或 html 文档时，超链接的内容不会显示，即使设置了“在 HTML 目录中包含相关内容”也是如此。

要在 Microsoft Word 文档中创建超链接：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或文件，然后选择属性。
2. 在属性中，在 SmartCut 标签右侧，复制文档的 URL，然后退出“浏览存储库”。
3. 打开您的 Microsoft Word 文档。要粘贴 URL，请在 Microsoft Word 文档中右键单击要显示链接的位置，然后选择超链接。
4. 在要显示的文本中，输入链接的相关说明。
5. 在地址中，粘贴您之前在“浏览存储器”中复制的 URL，然后单击确定。
6. 将 Microsoft Word 文档保存为 .doc 或 .html 文件。

将文档另存为 .html 文件可提供更好的性能。

注：
有关使用链接的处理行为，请参阅“超链接和 FRExecute 的处理行为”。

使用 FRExecute 将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嵌入 Microsoft Word 和 HTML 文档
另请参阅：
• 关于 FRExecute

• FRExecute 语法
• 使用 FRExecute 时的注意事项
• FRExecute 示例

关于 FRExecute

FRExecute 函数可以在 Microsoft Word 和 HTML 文档中嵌入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或报表节。可以在文档中包含报表、报表类型（动态或快照），也可以指定报表中的选定区域（如网格、图表、页面、文本框、文本区域或单元格）。
FRExecute 语法

FRExecute(ReportPath[Type={1,2};ComponentType={1,2};ComponentName={Grid1,Grid2,C
hart1,Chart2,Chart3};Page={1,2,..;.}Cell=FRFormula}
其中：
ReportPath 是报表的完整路径，包括报表名称。
Type1 是动态报表，Type2 是快照报表。
ComponentType1 （可选）是网格， ComponentType2 （可选）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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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entName （可选）是网格或图表名称。
Page （可选）是页码。
Cell （可选）是日期单元格公式。
此单元格语法为 cell=cell[row,col] 或 cell=[row,col]
其中
row 是大于等于 1 的数字，指 Financial Reporting Studio 报表设计器中的行。
col 是大于等于 A 的字母，指 Financial Reporting Studio 报表设计器中的列。如果某个报表包含的列多于 26 个，可以为这些列使用两个字母（例如 AA、AB、AZ、AAA、
AAB 等）

注：
如果设计时间行的计算结果为多个元组，则可以指定“子元组”。例如，如果引用了第 2 行，而第 2 行有一个称为 "Children of Market" 的成员选择，生成了四个子代（East、West、South、Central），则将返回全部四个元组的和。也可如下所示引用单个元组：Cell[2(1),A] 引用 East/ColA；Cell[2(3),A] 引用
South/ColA。

注：
要限制报表的大小，请将 FRExecute 函数放入 Microsoft Word 文本框。

使用 FRExecute 时的注意事项
• 在 HTML 文档中，支持将 FRExecute 用于网页创建。对于 PDF 打印，可以在要包括在 PDF 输出中的 Microsoft Word 文档中插入 FRExecute。
• 不能在 FRExecute 函数中使用下列字符：; ( ) & < > " '。
• 如果 FRExecute 在文本框中，则结果将受限于指定的文本框大小。如果内容超出文本框，则将显示滚动条。如果将 FRExecute 添加到 Microsoft Word 页上（而不是文本框中），则将输出整个结果而不考虑大小。
• 如果在 FRExecute 中使用 Enter 键，则文本将在该处换行。
• 保持 FRExecute 使用相同的字体、字号和颜色。
• 可以在任意文本行位置插入 FRExecute。
• 在文本框中使用 FRExecute 函数时，请不要将其与其他文本或 FRExecute 函数组合使用。
• 使用 Microsoft Word：设置文本框格式时，HTML 输出仅支持左对齐或右对齐。
• 在非 Word 组件（例如，表、图像，等等）中插入 FRExecute 时，“水平对齐”选项只能设置为“左对齐”或“右对齐”。
• 可以将文档另存为 *.docx、*.htm 或 *.html。如果您的 Microsoft Word 文档仅包含文本和 FRExecute，则可将其保存为 *html 以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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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将 FRExecute 添加到任何常规 .html 文件（可与任何文件类型一起使用的文件）中。
FRExecute 示例

示例 5-1    返回包含动态值的整个报表
FRExecute(ReportName;Type=1)

示例 5-2    返回动态报表的第 2 页
FRExecute(ReportName;Type=1ComponentType=1'ComponentName=Grid2;Page=2)

示例 5-3    返回包含所有页的动态报表
FRExecute(ReportName;Type=1;ComponentName=Grid2)

示例 5-4    返回第 2 页上的数据单元格。如果未选择该页，则返回第一页的数据单元格。
FRExecute(reportFullName; Type=1; 
ComponentType=1;ComponentName=Grid2;Page=2; Cell=Cell[2,B])

FRExecute(reportFullName; Type=1; 
ComponentType=1;ComponentName=Grid2;Page=2; Cell=[2,B])

示例 5-5    返回第 2 页上的图表。如果未选择该页，则返回所有页上的图表 1。
FRExecute(reportFullName; Type=1; 
ComponentType=2;ComponentName=Chart1;Page=2)

注意事项
在 HTML 文档或 Word 文档中，"FRExecute"（包括小写、大写或大小写混合字母）是
FRExecute 函数的关键字。"FRExecute" 不能用在文件内容中或作为文件名的一部分。
将布局应用到包含 FRExecute 的 Microsoft Word 文本框时，对于“环绕样式”，选择“正方形”；对于“水平对齐”方式，选择“靠左”或“靠右”。

打印文本文件
Microsoft Word 可以打印文本 (.txt) 文件，但必须包括 .txt 扩展名才能打印。这是为单元格文档、帐簿和外部内容附加文本文件时的一个设计注意事项。

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的用户视点
要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的用户 POV：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文件和首选项，然后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2. 在用户视点下的常规选项卡中，选择设置成员。
3. 在数据库连接中，选择数据源，然后单击刷新以更新数据库连接列表。

第 5 章向帐簿添加报表和文档

5-15



4. 出现提示信息后，输入登录凭据，然后选择确定。
仅当网格包含“支持详细信息”或“规划单元注释”时，才使用 Planning Details 数据源。其他情况下，请使用 Essbase 作为数据源。

5. 在设置用户 POV 中，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使用用户视点时希望处于可用状态的成员。

i. 单击维旁边的 。
ii. 在预览用户视点中，展开维以查看可用成员，然后单击  向选定列添加成员，再单击确定。

b. 在将成员标签显示为中，选择如何在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中显示用户 POV中的成员。
成员可以按成员名称、别名/说明或按这两者显示。可用的选项取决于数据源。

c. 在维标签为中选择是否包括维标签。
6. 单击应用，保存您的选择并为其他数据源设置用户 POV，或者单击确定，接受所有更改并返回到首选项对话框。

使用成员
选择成员、创建和保存成员列表，以及选择可从数据库连接动态检索成员的函数。
另请参阅：
• 为帐簿中的文档选择成员
• 限制可以选择的成员
• 将用户视点作为帐簿视点的成员进行选择
• 使用函数分配成员
• 根据标准选择多个成员
• 搜索成员
• 更改页成员
• 更改网格视点的成员
• 将成员从一个报表复制到另一个报表
• 预览选定的成员
• 从报表或帐簿中删除所有成员

为帐簿中的文档选择成员
在“帐簿编辑器”中处理帐簿时，可以为帐簿视点更改和选择成员。您可以选择成员，创建和保存成员列表，并选择可从数据库连接动态检索成员的函数。

注：
以下步骤仅适用于包含报表且报表中的 POV 上具有维的帐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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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帐簿中的文档选择成员：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在帐簿编辑器中，右键单击帐簿中的文档，然后选择成员选择。
3. 在预览用户视点对话框中，在以下选项卡中输入信息：

• 成员 -“成员”选项卡会显示与选定维相关的成员。默认情况下，维中的成员显示为树形视图，树形视图是维的成员的层次化视图。也可以在平面列表中显示这些成员。默认情况下，树形视图仅显示顶级成员，可以通过展开顶级成员来查看其后代。
• 列表 -“列表”选项卡显示用于执行查询或选择报表成员的成员列表。列表类型基于数据库连接。创建用户列表时可以在数据库中预定义成员列表。可以包括成员、成员列表和函数。
• 函数 -“函数”选项卡定义为报表选择成员或向成员列表添加成员时要使用的函数。函数从数据库连接检索成员及相关成员。您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函数并编辑函数的参数。（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Financial

Reporting Web Studio 进行设计》。）
限制可以选择的成员

可以限制可为帐簿选择的成员。您还可以指定备用成员标签；说明（适用于 Financial
Management 数据库连接）或别名（适用于 Analytic Services 或 Planning 数据库连接），或者成员名称和说明或别名。例如，要仅提供产品线，请在“成员选择”中选择“产品提示”作为“产品”的成员，然后在“提示详细信息”中选择特定的产品线。运行报表的用户将从这些产品线中进行选择。

注：
以下步骤仅适用于包含报表且报表中的 POV 上具有维的帐簿

要设置报表提示以选择成员：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在帐簿编辑器中，右键单击帐簿中的文档，然后选择成员选择。
3. 在成员选项卡中的预览用户视点对话框中，选择以下项的提示: <member>，然后单击确定。
4. 可选：要将提示选择限制为特定的默认成员或成员列表，或两者都有，请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已知成员名称，请在默认成员中输入成员名称，或单击默认成员。如果为提示提供了多个成员，必须用逗号分隔成员。
如果将默认成员保留为空，当用户运行报表时，对提示进行响应对话框则不会显示默认成员。用户必须指定一个成员，而不是接受默认成员。

• 如果已知成员，请单击选择列表以选择成员列表。如果为提示提供了多个成员列表，则各个成员列表间必须以逗号隔开。
5. 从提示选择中的成员标签，选择运行报表时要在对提示进行响应对话框中显示的标签种类：
6.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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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用户视点作为帐簿视点的成员进行选择
当向帐簿中添加报表时，用户视点上报表定义中的维会用于帐簿视点。帐簿视点上的成员会默认为“帐簿编辑器”中的用户视点。

注：
以下步骤仅适用于包含报表且报表中的 POV 上具有维的帐簿

要选择用户视点，作为帐簿视点中的成员：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在帐簿编辑器中，单击与要为其设置用户 POV 的维对应的选项卡。

例如，如果您具有 "Market" 维，该选项卡将显示 "Market: User Point of View for
Market"。

3. 在预览用户视点对话框中，选择用户视点: <dimension name>，然后单击确定。
使用函数分配成员

您可以使用函数并对其参数进行编辑，以便动态选择成员。

注：
以下步骤仅适用于包含报表且报表中的 POV 上具有维的帐簿

要使用函数分配成员：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在帐簿编辑器中，右键单击帐簿中的文档，然后选择成员选择。
3. 在预览用户视点对话框中，单击函数选项卡，定义函数，然后单击确定。

根据标准选择多个成员
您可以根据条件选择成员。通过创建成员表达式、布尔运算和命令可以定义条件。
使用布尔运算符，您可以为报表指定精确的成员组合。这对大量数据非常有用。使用
AND、OR、UNION 和 NOT 布尔运行符，并与表达式命令进行组合，可以改进您的成员选择过程。
要根据标准选择多个成员：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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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帐簿编辑器中，右键单击帐簿中的文档，然后选择成员选择。
3. 在预览用户视点对话框中，在该对话框右侧的选定的区域中，单击显示高级选项按钮

。
在创建条件之前，必须在选定区域中显示至少两个成员。

4. 使用下列一个或多个运算符和符号生成表达式：
• 选择 NOT 布尔运算符建立表达式。NOT 是指与选择的条件相反。
• 输入左括号 "("，在表达式中添加起始字符。
• 输入右括号 ")"，在表达式中添加结束字符。
• 在运算符列中单击，然后选择：

– AND - 必须符合所有条件
– OR - 必须符合多个条件中的一个
– UNION - 组合数据
如果使用三个成员，则必须使用双括号。例如，如果选择了 Market 的后代并想要排除
East、West 和 South，则高级成员选择查询应该如下：Descendants of Market AND
NOT(East AND NOT(West AND NOT SOUTH ))

5. 单击确定。
搜索成员

可以使用文本字符串或属性搜索要编辑的成员。将空格用作分隔符执行同步搜索。要搜索某个字符串的完全匹配，包括空格，请将该字符串用引号括起来。
要搜索成员：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在帐簿编辑器中，右键单击帐簿中的文档，然后选择成员选择。
3. 在预览用户视点对话框中的任何选项卡中，选择查找旁边的选项，然后输入搜索条件。
4. 如果在成员选项卡中搜索，请单击查找 。如果在列表或函数选项卡中搜索，请单击查

找下一个  或查找上一个 。
5. 单击确定。
6. 如果找到匹配项，在搜索结果对话框中，选择要添加到成员选择的项，然后单击确定。

更改页成员
在报表设计过程中，只有为网格的页轴分配多个成员时，才能更改页成员。在 HTML 报表中，您可以更改页成员来查看不同的报表视图。更改页成员之后，会刷新并使用新的页成员填充报表。
要更改页成员：
1. 打开网格中包含页轴成员的报表。
2. 从页面中选择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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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运行报表并显示选定成员的数据。在 PDF 文件中，将在不同页面中显示页成员数据。

注：
对于 PDF，将在不同页面中显示页成员数据。

更改网格视点的成员
报表的网格可以包含网格视点上的维。可以使用每个维的默认成员，也可以选择要为报表运行的新成员。
要更改网格视点上的成员：
1. 打开显示网格视点的 HTML 报表。
2. 单击维或成员链接。
3. 选择一个成员，然后单击确定。

将为选定的成员运行报表。
将成员从一个报表复制到另一个报表

要将成员从一个报表复制到另一个报表：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在帐簿编辑器中，右键单击帐簿中的文档，然后选择将成员选择复制至，再选择报表。

预览选定的成员
您可以预览选定成员。成员可以包括评估成员列表或函数（如果适用）中的列表或函数。
要预览成员：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在帐簿编辑器中，右键单击帐簿中的文档，然后选择成员选择。

这仅适用于包含报表且报表中的 POV 上具有维的帐簿
3. 在预览用户视点对话框的右侧，单击预览选定内容 

从报表或帐簿中删除所有成员
如果您有一个包含多个成员的报表或帐簿，您希望更新该报表或帐簿并删除所有成员；不是逐个选择各个成员，而是单击“全选”复选框，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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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该报表或帐簿中删除所有成员。

打开、重命名和保存帐簿
在“浏览存储库”中打开、重命名以及保存帐簿和快照帐簿。
另请参阅：
• 打开帐簿和快照帐簿
• 重命名帐簿和快照帐簿
• 保存帐簿

打开帐簿和快照帐簿
保存帐簿后，可以用 HTML 或 PDF 格式将其打开，进行维护、打印或预览。预览帐簿时，将在目录中显示帐簿中报表的列表。预览快照帐簿时，将以 PDF 或 HTML 文件格式显示目录，具体取决于您的首选项设置。无法对快照帐簿进行任何更改，但是可以对其进行预览、打印和查看。
要打开帐簿或快照帐簿：
1. 在“浏览存储库”中，选择一个帐簿或快照帐簿，然后依次选择文件、打开方式、PDF 预览、HTML 预览或以 PDF 格式显示完整帐簿。

“内容”区域会显示帐簿目录。浏览器底部的选项卡显示帐簿名称和“视图”（例如，Test
Book - 视图）。报表、快照或成员名称会显示在帐簿目录中的每一行上。

2. 在帐簿目录中，选择报表或快照，然后单击显示报表。
在内容区域会以 HTML 或 PDF 格式显示报表或快照，而在选项卡说明中显示报表名称和视点。

3. 依次选择文件、关闭和当前。
重命名帐簿和快照帐簿

要重命名帐簿或快照帐簿：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帐簿，然后选择重命名。

第 5 章打开、重命名和保存帐簿

5-21



2. 输入名称并单击保存。
保存帐簿

可以将帐簿作为报表、Microsoft Word 文档、快照报表或报表和快照报表的汇编保存到存储库。通过使用“另存为”命令保存现有帐簿，可对其进行复制。
要保存帐簿：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帐簿并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编辑器。
2. 选择文件，然后选择保存或另存为。
3. 输入名称和说明，选择一个文件夹，然后单击保存。

帐簿运行时，报表的数据是动态的。
4. 导航到存储库，为帐簿或快照帐簿建立文件权限。

注：
您不能在帐簿编辑器中将帐簿保存为快照帐簿。要保存快照帐簿，请执行帐簿的 HTML 或 PDF 预览，然后在帐簿目录页中依次选择文件和另存为。

查看报表、帐簿和快照帐簿
必须安装 Acrobat Reader 才能查看“浏览存储库”中的 PDF 文件。
有关如何在您的浏览器中显示 PDF 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Acrobat Reader 帮助。

查看报表
如果报表包含用户 POV 上的维，则它们显示在报表或帐簿的上方。对用户 POV 上的维进行设置会启用维修改，这将导致 POV 更改并需要重新生成报表或帐簿。

注：
在存储库中，您可以在运行报表或帐簿之前显示当前用户视点设置页。要显示当前用户 POV，请依次选择文件、首选项和 Financial Reporting。在用户视点下，选择打开.

以 PDF 格式显示的报表是使用用户 POV 生成、以 PDF 格式输出的。将针对所有页成员生成包含多个页成员的报表并在“浏览存储库”中通过 Acrobat Reader 显示这些报表。请参阅“更改页成员”。
要预览报表：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某个报表，然后选择打开方式。
2. 选择一个选项：

• HTML 预览

第 5 章查看报表、帐簿和快照帐簿

5-22



• PDF 预览
• Studio 预览

查看帐簿
您可以用 PDF 或 HTML 格式查看帐簿。以 PDF 格式查看时，您可以查看整个帐簿或帐簿中的各个报表。选择一个报表名称后，将按帐簿中指定的所有成员组合生成该报表。您可以向帐簿中添加报表，还可以修改成员。
当查看帐簿时，会显示用户 POV 和目录。用户 POV 指定在报表网格中未定义的维成员。您可以更改用户 POV 成员，然后运行帐簿以显示新成员数据。
使用目录即可查找要查看和设置选项的报表。

注：
在 EPM Workspace 中生成和显示帐簿所需的时间因帐簿的大小而异。您可随时取消帐簿。

要预览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某个报表或帐簿，然后选择打开方式。
2. 选择一个选项：

• HTML 预览
• PDF 预览
• 以 PDF 格式显示完整帐簿

查看快照帐簿
您可以用 HTML 或 PDF 格式查看快照帐簿。当查看 PDF 格式的快照帐簿时，可以查看整个快照帐簿或单个快照报表。
当查看快照帐簿时，会显示目录。使用目录即可查找要查看和设置选项的报表。

注：
如果帐簿包含 HTML 内容并且您选择了“以 PDF 格式显示完整帐簿”，则呈现和打印的帐簿将不包括 HTML 内容。这是正常行为。

快照与报表类似，只是它们包含的是特定时间的数据，所以不会动态检索数据。因此，不会涉及数据源中的数据级别安全性。
您可以使用 HTML 或 PDF 格式查看快照。
要预览快照帐簿：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某个报表或帐簿，然后选择打开方式。
2. 选择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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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 预览
• PDF 预览 - 预览单个快照报表
• 以 PDF 格式显示完整帐簿 - 查看整个快照帐簿

注：
如果帐簿包含 HTML 内容并且您选择了以 PDF 格式显示完整帐簿，则呈现和打印的帐簿将不包括 HTML 内容。

打印报表、帐簿和快照帐簿
您可以打印整个帐簿、快照帐簿，或者帐簿或快照帐簿中的单个报表。
打印帐簿时，会对帐簿中的报表进行数据检索，并打印输出帐簿。当打印快照帐簿时，将帐簿另存为快照帐簿时，其数据已保存在报表中。
您可以打印任意类型的报表或帐簿。如果是动态报表和帐簿，则会刷新数据。对于快照报表和快照帐簿，不会刷新数据。

打印报表
要打印报表：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报表，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 PDF 预览。
2. 在 Acrobat Reader 中，单击“打印”图标，然后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首选项。

注：
PDF 输出完全格式化，可供 终用户使用。

打印帐簿
要打印帐簿：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帐簿，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以 PDF 格式显示完整帐簿以创建整个帐簿（包括所有报表）的 PDF 文档。

如果帐簿包含 HTML 内容并且您选择了以 PDF 格式显示完整帐簿，则呈现和打印的帐簿将不包括 HTML 内容。
2. 对提示进行响应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3. 在 Acrobat Reader 中，单击“打印”图标，然后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首选项。

打印帐簿中的报表
要打印帐簿中的报表：
1. 以 PDF 文件形式运行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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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目录”视图中，单击帐簿中的报表。
3. 在 Acrobat Reader 中，单击“打印”图标，然后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首选项。

从帐簿生成的 PDF 文件的功能
• 支持 PDF 和纯文本文件。涉及到帐簿中的“外部内容”时，可以在帐簿中包含 Excel、

Word、PowerPoint、PDF 和纯文本文件。
• 在 PDF 输出中将包括从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Microsoft Office、PDF 和文本文件）中提取的单元格文档附件（例如，单元格文本）。
• 与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关联的任何单元格文档都会显示为帐簿目录中的子项。
• Adobe Reader 的左侧会显示 PDF 书签。使用书签跳转到任何帐簿章节。
• 目录包含链接项。当单击目录中的项时，会显示该项的首页。
•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快照、Excel、Word、PowerPoint 和纯文本文件都将显示连续页码。必须在帐簿属性中选择“连续页码”。如果没有选择连续页码，则会为帐簿中的每个文档重置页码编号。无法在嵌入式 PDF 文件中实施连续页码。
•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快照、Excel、Word、PowerPoint 和纯文本文件都将显示总页数。例如，假定一个报表有 3 页，而帐簿目录却为 10 页。如果在报表中使用

<<PageCount()>> 文本函数，则会显示 10 而不是 3。
• 通过修改 FR_TextTemplate.doc，可以自定义纯文本文件的打印方式。

打开与其他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同名的快照帐簿
使用 URL 打开与其他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同名的快照帐簿：
http://servername:portNumber/workspace/browse/get/Smartcut%20Folder/
report_name?mimetype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snapshot_book

将 Latest=true 和 mimetype 变量一起使用来获取 新对象：
http://servername:portNumber/workspace/browse/get/Smartcut%20Folder/
report_name?mimetype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snapshot_book&Latest=true

将 Version=1 与 mimetype 变量一起使用来获取 新对象或者特定版本的对象输出：
http://servername:portNumber/workspace/browse/get/Smartcut%20Folder/
report_name?mimetype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snapshot_book%version=1

以下是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的 mimetype 变量的可能值。这些值是从 Financial Reporting存储库中 V8_METATYPE 表的 mimetype 字段中检索的。查找包含 Financial Reporting 相关对象的 DESCRIPTION 字段，然后检索要在 MIME 类型变量中使用的相应 NAME 字段。
来自 V8_METATYPE：
•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report

第 5 章打开与其他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同名的快照帐簿

5-25



•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snapshot_report
•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book
•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snapshot_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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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计批处理
另请参阅：
• 关于批处理使用批处理同时处理多组报表和帐簿。
• 设计批处理您可以在“浏览存储库”中设计批处理。
• 定义批处理提示定义提示以请求报表或帐簿中的成员。

关于批处理
使用批处理同时处理多组报表和帐簿。
批处理包括报表、帐簿、快照、快照帐簿和提示。提示信息用于您正在运行的当前批处理。
可以对已保存的批处理进行修改、删除或重新计划。您可以复制批处理以使用原始批处理的部分或所有属性。
默认情况下，只有调度用户才分配有对存储库中快照和快照帐簿的访问权限。如果您有对批处理的文件权限，则在调度该批处理时可以运行其中的每个报表。调度用户在调度时可以给其他用户或组指定文件权限。
已调度的批处理包含一个调度的批处理 POV（视点），您在调度时可以对其进行更改。您也可以指定用于批处理的提示信息。POV 和提示信息会向那些为批处理中包含的每个帐簿和报表指定的 POV 和提示提供值。您可以调度要立即执行或以后执行的批处理。

设计批处理
您可以在“浏览存储库”中设计批处理。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文件、新建和文档。
2. 在选择任务中，选择用于调度的批处理报表，然后单击下一步。
3. 在选择文件中，将类型设置为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

Financial Reporting 快照报表或 Financial Reporting 快照帐簿。
4. 单击  以将所需报表移至选定项下。

如果移动、删除或重命名存储库中的报表，下次打开帐簿时即会从帐簿中删除。
如果您多次选择同一报表类型，则会提示您为重复的报表类型输入新名称。重命名的报表类型会列在“批处理编辑器”中，其原始名称之后是用括号括起来的新名称。要丢弃重复的报表，请单击取消。

5. 单击完成以打开“批处理编辑器”。
6. 响应所显示的任何提示。（请参阅“响应提示”）。
7. 依次选择文件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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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批处理提示
定义提示以请求报表或帐簿中的成员。
另请参阅：
• 关于提示
• 响应提示
• 定义提示

关于提示
提示是报表或帐簿中成员的请求。如果批处理中的报表或帐簿有提示，则您可以在批处理编辑器中选择成员。
当您保存批处理时，“对提示进行响应”对话框会显示批处理中对象所包含的提示和变量。

响应提示
当存在一个变量并且数据源有多个引用时，或多个网格中有相同的提示时，“对提示进行响应”对话框将显示一个列表，您可在其中选择要在网格、报表/帐簿还是批处理级别对提示进行响应。选项取决于“对提示进行响应”对话框是在运行报表或帐簿时显示，还是在批处理编辑器中显示。如果报表、帐簿或批处理仅包含一个提示，或者其提示各不相同（不同的维、默认成员或选择列表），则不会显示有关如何对提示进行响应的选项。
运行报表时的提示选项
• 在报表级别对提示进行响应（默认）
• 在网格级别对提示进行响应
运行帐簿时的提示选项
• 在帐簿级别对提示进行响应（默认）
• 在报表级别对提示进行响应
• 在网格级别对提示进行响应
编辑批处理时的提示选项
• 在批处理级别对提示进行响应（默认）
• 在报表/帐簿级别对提示进行响应
• 在网格级别对提示进行响应
您可以对提示响应一次并且对每个提示使用相同值，或者您可以选择在帐簿级别响应提示，然后单击应用，再为每个提示输入不同值。
“源”列显示提示的对象。当发现相同的提示且只出现一个提示响应时，“源”列将显示一个星号 (*)，指出提示响应将应用于该类型的全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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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只有在“浏览存储库”中才能选择在哪个级别对提示进行响应。在 Reporting Studio中，“对提示进行响应”对话框始终显示所有成员选择提示和对每个变量的单个引用。

定义提示
要在批处理编辑器中定义提示：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包含带提示的报表的批处理，然后选择对提示进行响应。
2. 在对提示进行响应中，单击转到成员选择。
3. 在成员选择中，选择在批处理运行时要在报表中使用的成员。
4. 单击确定，然后如果需要则调度批处理。
5. 保存并关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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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调度批处理
另请参阅：
• 关于调度批处理批处理用于分组并处理文档、报表或帐簿集合。
• 调度批处理运行使用“浏览存储库”调度批处理运行。
• 调度批处理突发通过每个调度的批处理，可以使用作业突发为维中的多个成员运行报表。
• 批处理调度器操作删除批处理、检索导出的输出、查看详细信息、准备批处理文件、更改登录凭据、复制和修改批处理属性以及分配文件权限。

关于调度批处理
批处理用于分组并处理文档、报表或帐簿集合。
批处理是使用批处理编辑器在“浏览存储库”中创建、编辑和保存的。您必须拥有恰当的角色分配才能执行这些任务。
可以将批处理作为 HTML 或 PDF 文件导出到 Planning 收件箱/调度器输出文件夹，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以 PDF 格式向用户发送导出的输出。
可以调度批处理以便立即运行或在日后运行。调度批处理时，可以选择批处理 POV、设置电子邮件通知以及选择运行批处理时生成的输出结果目标。目标类型可能包括将快照保存到指定的存储库文件夹、将 PDF 文件导出到 Planning 收件箱/调度器输出文件夹或者附加到电子邮件，以及将 HTML 文件导出到指定的 Planning 收件箱/调度器输出文件夹。（批处理爆发不支持
HTML。）选择调度批处理选项后，成功运行后会将批处理添加到“批处理调度器”的批处理队列。
针对单个数据源，调度器的批处理突发功能可以为批处理 POV 上单维的多个成员运行批处理，通过电子邮件将生成的 PDF 发送至收件人列表，并将输出结果保存到文件系统或存储库。例如，分别为纽约和休斯顿运行的批处理可以将纽约的输出结果发送到 jones@cd.com，而将休斯顿的输出结果发送到 smith@cd.com。使用批处理突发，用户可以针对报表标签和文件夹标签使用预定义的文本函数。可以创建“突发目标”文件（请参阅“指定批处理目标”）以覆盖分配给批处理的默认设置。

调度批处理运行
使用“浏览存储库”调度批处理运行。
要调度批处理运行：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工具和批处理调度器。
2. 在批处理调度器中，依次选择文件和新建调度批处理。
3. 为批处理输入名称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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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选择如果成功完成，请在调度器中删除已调度的批处理条目，以在成功运行后从调度器中删除批处理。
5. 单击下一步。
6. 在调度批处理中，选择一个批处理并输入说明，然后单击下一步。

如果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确定。
注意：密码必须加密。

7. 在起始时间屏幕上，在频率中，选择批处理的运行频率。您还可以选择立即执行或按需执行。
8. 如果选择了一个调度频率，则请选择起始日期和时间以及结束日期和时区。
9. 可选。如果批处理中的任何报表和帐簿在用户 POV 中存在维，请在调度批处理视点中设置这些维的成员。请参阅“为批处理视点选择成员”。
10. 可选：设置突发选项以使用作业突发对批处理 POV 中维的多个成员运行批处理。请参阅“调度批处理突发”。
11. 单击下一步。
12. 更改正在运行的批处理文件的目标默认设置（请参阅“指定批处理目标”），然后单击下一步。
13. 指定当批处理运行成功或未成功时，是否向收件人发送包含简要说明的电子邮件。请参阅“选择用于批处理调度的电子邮件地址”。
14. 单击完成以在批处理调度器中保存批处理作业。

注：
在批处理调度器中同时运行启用了批处理突发的多个批处理时，会出现间歇性
ADM 错误。要解决此问题，请通过在开始时间屏幕中指定频率（上面的步骤
7），逐个运行启用了批处理突发的批处理。

提供登录凭据
必须提供登录凭据以在今后运行调度批处理。在批处理调度器中调度批处理时输入登录凭据。
要输入登录凭据：
1. 输入 Financial Reporting 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2. 输入数据库连接名称的用户名和密码。
3. 选择确定。

为批处理视点选择成员
每个调度的批处理都有一个视点，该视点基于批处理中报表的所有相关维。如果任何报表或帐簿在用户 POV 中都没有成员，则不会有批处理 POV。将批处理添加到时间表时，用户视点会被指定为默认的批处理视点。通过为批处理视点上的每个维指定成员可以覆盖用户视点设置。您必须确认在批处理视点中选择的是正确成员。
要为批处理视点选择成员，请选择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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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从调度批处理屏幕上的调度批处理视点区域中，单击要为其选择成员的维。
3. 选择要用于视点的成员，然后单击确定。
4. 单击下一步完成该批处理的目标设置。

指定批处理目标
批处理调度器中的目标区域为调度的批处理定义输出类型和位置。
可以使用下列选项：
• 另存为存储库中的快照 - 启用下列选项：

– 在与原对象相同的文件夹中 - 将快照和快照帐簿保存到与存储库中的原报表或帐簿相同的文件夹中。
– 在另一个文件夹中 - 将输出保存到存储库中的其他文件夹中。单击文件夹以选择存储库中的目标文件夹。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HTML 链接 - 通过电子邮件以 HTML 链接形式发送快照。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PDF 链接 - 通过电子邮件以 PDF 链接形式发送快照。
选择另存为存储库中的快照还会启用文件权限，可以在其中针对快照输出分配对用户和组的访问权限。

• 导出为 Excel - 将批处理导出到 Excel 输出。这仅适用于包含报表的批处理，Excel 输出不支持帐簿。
– 导出到外部目录 - 导出到 Planning 收件箱/调度器输出文件夹，可以在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中访问该文件夹中的文件。
– 作为 Excel 附件发送电子邮件 - 以 Excel 附件形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表。要压缩电子邮件附件，请选择压缩 Excel 文件。

• 导出为 PDF - 将批处理导出为 Financial Reporting 服务器上的 PDF 文件。
– 导出到外部目录 - 导出到 Planning 收件箱/调度器输出文件夹，可以在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中访问该文件夹中的文件。
– 作为 PDF 附件发送电子邮件 - 通过电子邮件以 PDF 附件形式发送报表。要压缩电子邮件附件，请选择压缩 PDF。
– 打印注释 - 随报表打印注释。单击详细信息指定如何打印注释。请注意，注释打印首选项是针对特定批处理的一次性设置；它们未保存为全局首选项。请参阅“设置注释打印首选项”。

• 导出为单个文件网页 (MHTML) - 将批处理导出为 Financial Reporting 服务器上的单个文件。
选择导出到外部目录可以导出到 Planning 收件箱/调度器输出文件夹，可以在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中访问该文件夹中的文件。
突发批处理不支持“导出为单个文件网页 (MHTML)”。

选择用于批处理调度的电子邮件地址
您可以将批处理调度器设置为在调度的批处理成功完成或失败时发送电子邮件。该电子邮件会包括批处理的状态详细信息，还可以选择包含批处理的 PDF 输出。您可以选择、添加或删除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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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突发的批处理，电子邮件包含通知和 PDF 附件。对于突发批处理，电子邮件仅包含通知。
要选择收件人电子邮件：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在调度批处理的详细信息屏幕上，选择所需的选项：

• 如果成功，则将详细信息用电子邮件发送到: - 选择批处理成功运行时要将通知发送到的电子邮件地址。
• 如果失败，则将详细信息用电子邮件发送到: - 选择批处理运行不成功时要将通知发送到的电子邮件地址。

3. 输入消息主题。
4. 可选：单击预览突发列表查看和导出作业突发批处理的突发目标文件。

该文件包含了为突发批处理中的成员选择的默认设置。请参阅“关于突发目标文件”。

注：
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是 Financial Reporting 批处理调度器中的 servicename
<no.reply@oraclecloud.com>。

调度批处理突发
通过每个调度的批处理，可以使用作业突发为维中的多个成员运行报表。
当仅为作业突发选择一个维时，则会禁用批处理视点上该维的设置。未选择的批处理
POV 成员仍是活动的并包括在批处理中。如果任何报表或帐簿在用户 POV 中都没有成员，则不会有批处理 POV 或作业突发。
要调度批处理突发：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在起始时间屏幕上的突发选项区域中，选择为维中的多个成员运行批处理，然后选择进行作业突发的维。
3. 单击 ，然后选择用于作业突发的成员。
4. 在突发文件中，如果已为该批处理创建 CSV 突发收件人列表并将其导入存储库，

请单击  以选择该文件。
5. 单击复制成员，将在 CSV 突发收件人列表中定义的成员添加到选择成员列表中。

只会添加对于选定维有效的成员。
关于突发目标文件

“突发目标文件”包含调度批处理的默认设置。可以在浏览批处理调度器时定期查看默认设置。可以将“突发文件”导出为 CSV 文件以便为调度批处理指定输出和权限异常，以覆盖“批处理调度器”中定义的默认设置。可以将“CSV 突发目标”文件中的成员设置附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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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处理调度器”中的成员选择。例如，您可以根据选定成员，为某些报表指定其他子文件夹，或者将某些报表设为只读。只有对选定维有效的成员才附加到突发文件。
要编辑当前批处理的突发目标文件，Planning 服务管理员或 Planning 超级用户可将该文件导出到文本编辑器或 Excel，输入成员（如果尚未显示），并编辑表中的任意值。维中的每个成员的值为：子文件夹名称、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名称、电子邮件地址、组名称、角色名称、用户名、PDF 外部根文件夹。
完成后，必须将文件导入存储库（依次选择文件、导入和文件），在此可以将其应用于批处理调度器中的批处理。

注：
• CSV 文件中的成员名称是区分大小写的且必须与数据源中的成员名称匹配。如果文件中的成员名称大小写与数据源中的不同，则生成的突发输出中不含电子邮件。
• 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是 Financial Reporting 批处理调度器中的 servicename

<no.reply@oraclecloud.com>。

创建 CSV 突发文件并将其导入存储库时，您可以选择它用于自己的调度批处理。
选择突发文件

要选择一个突发文件：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导航到包含突发文件的文件夹。
2. 选择突发文件，然后单击确定。

注：
只针对在批处理调度器的“成员选择”中选择的成员运行批处理。CSV 文件仅用于单个维成员的输出选项。

预览突发列表
突发列表会显示当前的调度批处理的默认设置。在批处理调度器中进行导航时，您可以定期查看默认设置，并将突出列表导出为 CSV 文件，以指定调度批处理的输出和权限例外，从而覆盖为调度批处理定义的默认设置。例如，您可以根据选定维，为某些报表指定其他子文件夹，或者将某些报表设为只读。
要编辑当前批处理的突发目标文件，Planning 服务管理员或 Planning 超级用户可将该文件导出到文本编辑器或 Excel，输入成员（如果尚未显示），并编辑表中的任意值。完成后，必须将文件导入存储库（依次选择“文件”、“导入”和“文件”），放在这里才可以应用于调度批处理。有关示例列表，请参阅 /sample 文件夹中的突发目标文件。
要将突发列表导出为 CSV 文件：
1. 在调度批处理页上，在突发选项中选择预览突发列表。
2. 单击导出为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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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文件将导出到 MS Excel（如果可用）；否则系统将提示您选择文本编辑器。
3. 为各个成员指定输出选项和权限。

注：
在输出期间，忽略已添加到文件但未在批处理向导中选择的成员。要使报表对于基于组或角色的用户为“只读”，请输入组名称或角色名称。

指定突发输出标签
要标识突发输出报表名称和子文件夹名称：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在调度批处理屏幕上的突发的输出标签区域中，定义对象标签和子文件夹标签。
对象标签和子文件夹标签字段显示两个默认文本函数，它们使您能够标识报表和子文件
夹名称。单击  选择其他文本函数。单击  测试函数。
示例 7-1    突发报表的可用函数
• <<MemberName()>> - 返回突发处理的成员的名称。该函数不使用任何参数。
• <<MemberAlias()>> - 返回突发处理的成员的别名。该函数不使用任何参数。
• <<MemberDescription()>> - 返回突发处理成员的说明。该函数不使用任何参数。
• <<BatchPovMember( "DataSrcName" ," DimName ")>> - 返回突发处理的 POV 成员的名称，其中 DataSrcName 是所需 POV（一个批处理可以指向两个或更多

POV）的数据源名称，DimName 是给定 POV 下要提取其成员名称的维的名称。
• <<BatchPovAlias( "DataSrcName","DimName" )>> - 返回突发处理的报表的 POV成员别名，其中 DataSrcName 是所需 POV（一个批处理可以指向两个或更多个

POV）的数据源名称，DimName 是给定 POV 下要提取其成员别名的维的名称。
• <<BatchPovDescription ( "DataSrcName" , "DimName" )>> - 返回突发处理的报表的 POV 成员说明，其中 DataSrcName 是所需 POV（一个批处理可以指向两个或更多个 POV）的数据源名称，DimName 是给定 POV 下要提取其成员说明的维的名称。
• <<FinancialReportingObjectName()>> - 返回突发处理的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的名称。通常为报表名称。该函数不使用任何参数。
• <<Financial ReportingObjectDescription()>> - 返回突发处理的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的说明。通常为报表说明。该函数不使用任何参数。
• <<Date(" format ")>> - 返回使用数据填充联机报表的日期和时间，或者保存快照报表的日期和时间，其中 format 是用引号括起来的一系列字符，定义日期和时间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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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添加与视点相关的函数（BatchPovMember、BatchPovAlias 和
BatchPovDescription）时，必须使用双引号括起参数值。例如：
<<BatchPovDescription("Planning sample basic on ProdServer1","Product">>，其中 "Planning sample basic on ProdServer1" 是数据源名称，"Product" 是维名称。

批处理调度器操作
删除批处理、检索导出的输出、查看详细信息、准备批处理文件、更改登录凭据、复制和修改批处理属性以及分配文件权限。
另请参阅：
• 删除批处理
• 正在检索已导出的输出
• 查看调度批处理的详细信息
• 更改已调度批处理的登录凭据
• 将批处理属性复制到新的批处理
• 修改批处理属性
• 将文件权限分配到快照和快照帐簿

删除批处理
另请参阅：
• 从批处理调度器删除批处理
• 自动删除批处理调度器结果

从批处理调度器删除批处理
根据您的角色分配，在批处理调度期间，如果批处理成功完成，则您可以从批处理调度器中删除调度的批处理。如果您不删除调度的批处理，成功批处理将保存在批处理调度器中。具有“错误”状态的批处理始终会保存在批处理调度器中。
要从批处理调度器中手动删除调度批处理：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在批处理调度器中选择要删除的批处理。
3. 选择编辑，然后选择一个选项：

• 删除：删除所有选定作业（不删除正在运行的作业或挂起的作业）
• 删除选定的作业 (包括正在运行的作业)：删除所有选定作业（包括正在运行的作业和挂起的作业）。
• 删除所有作业：删除所有作业（包括正在运行的作业和挂起的作业），而不考虑它们是否已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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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部文件夹中) 删除批处理作业结果：从存储库中删除内部文件夹中存储的所有批处理作业输出（包括 PDF 和 HTML 文件）
4. 当系统提示时单击是。
要指定您希望在创建新批处理时自动删除调度的批处理条目：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在批处理调度器中，依次选择文件和新建调度批处理。
3. 在调度批处理屏幕上，选择如果成功完成，请在调度器中删除已调度的批处理条目。

自动删除批处理调度器结果
您可以将批处理调度器配置为自动删除超过特定时限的批处理作业。例如，您可以删除在调度器服务器上存储超过一周的批处理作业。“自动删除”选项默认处于关闭状态。
要启用自动删除，请编辑 ScheduledBatchCleanUpThreadDelay 和
ScheduledBatchCacheTime 属性。这些属性位于：JCosnole/Means: http://
docs.oracle.com/cd/E57185_01/epm.1112/fr_webadmin/ch05.html。

正在检索已导出的输出
运行调度批处理后，可以检索压缩的 PDF 输出文件，然后对其进行重命名，并将其从调度器服务器重新定位到本地驱动器。您必须有批处理的访问权限才可检索导出的输出。

注：
如果在调度批处理后将其删除，则无法检索输出。“检索”仅对非突发批处理文件有效。

要检索输出：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在批处理调度器中，选择已完成且生成导出输出的调度批处理。
3. 依次选择操作和检索输出。

文件会显示为一个压缩文件。
4. 选择要导出的文件，然后单击提取以将其导出到位于您的计算机或 Web 服务器上的目录。

查看调度批处理的详细信息
要查看调度批处理的详细信息：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在批处理调度器中，选择批处理。
3. 依次选择操作和显示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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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将详细信息复制到剪贴板，请在显示详细信息中单击右键并单击全选，然后单击右键并选择复制。
5. 单击关闭。

更改已调度批处理的登录凭据
如果对 Financial Reporting 服务器或数据库进行了更改，则可以为所有已调度批处理指定在其运行时要使用的新登录凭据。
要更改登录凭据：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依次选择操作和更改密码。
3. 选择要更改的登录凭据 Financial Reporting 服务器或数据库，然后输入用户 ID、旧密码和新密码，再单击确定。

将批处理属性复制到新的批处理
您可以将批处理属性从现有批处理复制到新的批处理。此外，还可以修改复制批处理的属性，使其适用于新的批处理。
要基于一个调度的批处理复制和编辑批处理属性：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在批处理调度器中，选择一个已调度的批处理，然后依次选择编辑和复制并编辑属性。
3. 编辑新的批处理的批处理属性。

例如，您可以更改“起始时间”或“目标”设置。
4. 单击完成。

修改批处理属性
要修改批处理属性：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在批处理调度器中，依次选择编辑和属性。
3. 在调度批处理中选择一个批处理，然后单击下一步。
4. 修改所需属性，然后单击完成。

将文件权限分配到快照和快照帐簿
要允许其他用户和组查看您在运行批处理时创建的快照和快照帐簿，您必须为用户和组分配访问权限。
要分配或删除访问快照的访问权限：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导航、调度和批处理调度器。
2. 选择一个批处理，然后依次选择编辑和属性。
3. 在批处理调度器中导航到目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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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目标中，选择另存为存储库中的快照。
5. 依次选择文件权限和更新列表。

如果您删除了一个批处理的全部用户、组和角色，则只有管理员能看到存储库中批处理生成的快照输出。
6. 选择用户、组或角色选项卡，将需要的用户、组或角色移动到选定用户、组和角色窗格中。
7. 对于选定用户、组和角色窗格中的每项，单击访问以分配访问权限级别，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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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使用注释
另请参阅：
• 关于注释与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结合使用的注释可捕获能够在文档和数据中共享的集合信息。
• 创建注释注释可以附加到报表、文本、图表、图像和网格（包括公式单元格）对象，并且它们可以引用完整的或部分 POV。
• 显示和隐藏注释显示或隐藏注释选项。
• 公式单元格中注释的行为在报表查看器中右键单击某个公式单元格以创建注释。
• 查看注释摘要要查看初始摘要注释文本，请右键单击注释图标。
• 查看注释详细信息在“注释列表”面板中查看可能包含回复和附件的注释详细信息。
• 编辑注释在创建注释时选中启用编辑以指定具有“修改”或“完全控制”权限的用户可以编辑注释。
• 编辑注释上下文在创建注释时选中启用上下文更改以指定具有“修改”或“完全控制”权限的用户可以编辑注释上下文。
• 设置注释打印首选项定义报表中注释的打印方式。
• 设置注释权限注释创建者可以将访问控制和权限选项应用到选定的用户、组或角色。

关于注释
与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结合使用的注释可捕获能够在文档和数据中共享的集合信息。
注释提供了从简单注释到成熟的主题讨论的广泛灵活性，为协作、合规性报告和业务流程分析奠定了基础。获得授权的用户可以创建、编辑、删除和回复注释。注释可以附加到报表对象（网格对象、文本对象、图表对象和图像对象），并可以引用全部或部分视点。为帐簿和快照帐簿进行相应选择后，可查看报表中包含的注释。

注：
本章仅涉及在“浏览存储库”中创建的注释，不涉及在 Planning 中创建的注释以及在
Financial Reporting Studio 中使用“将单元格文本显示为注释”选项显示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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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元素
注释包括标题和正文文本。
• 注释标题 - 注释的高级别说明；包括主题、创建日期、作者和类别。每一注释都有一个摘要标题。
• 正文文本 - 可以对文本进行格式化，以包括粗体、斜体、下划线、颜色、左对齐、右对齐、居中和两端对齐、缩进和项目符号悬挂缩进。

使用注释时的注意事项
创建注释时要注意几个事项。
• 注释创建者可以对组或用户应用访问控制和权限选项。
• 注释可以添加到单个值、一行或一列，或是某范围的多行或列。
• 注释不能应用于报表页眉或页脚中的对象。
• 快照报表中的注释（以眼睛图标表示）、快照帐簿中的注释以及批处理中的注释限制为只读权限。
• 支持每个注释具备多个附件和 URL 引用。将鼠标悬停在图标上可显示附件。
• 删除包含注释的报表时，将显示警告图标。
• 设计者可以将文本单元格或文本对象添加到报表并应用注释功能，该功能将引用网格中的特定注释元素。这要通过 Reporting Studio 来完成。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Financial Reporting Web
Studio 进行设计》

创建注释
注释可以附加到报表、文本、图表、图像和网格（包括公式单元格）对象，并且它们可以引用完整的或部分 POV。
要创建注释：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报表，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 HTML 预览。
2. 在显示 HTML 预览的情况下，依次选择查看和显示注释。
3. 单击新建注释。
4. 在新建注释对话框中，在以下选项卡中输入有关注释的信息：

• 注释
a. 输入注释的标题和说明。

可以通过指定项目符号、编号、缩进、颜色、对齐以及撤消和恢复对“说明”文本设置格式。
b. 选择一个选项来定义类别。
c. 选中启用编辑将允许具有正确权限的用户编辑注释。

如果在创建注释时选择了启用编辑，则用户将无法回复该注释。请参阅“编辑注释”。
d. 选中启用上下文更改将允许具有正确权限的用户更改注释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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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文
选择对象，然后选择要包括在注释中的维。要选择一个维的成员，请单击维名称。
对象信息可以是数据源，也可以是报表中的任意对象。例如：
– 数据源 - 将注释附加到使用指定数据源的任意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
– 网格，数据源 - 将注释附加到指定的网格和数据源。
– 文本、图表或网格 - 将注释附加到指定的对象，对象上没有维。

• 附件
将附件链接到注释。单击“文件”图标可以附加您计算机上的文档，单击“报表”图标可以附加存储库中的文档，或者单击 URL 图标可以选择到网站的链接。

5. 单击确定。
报表中将显示注释图标。

显示和隐藏注释
显示或隐藏注释选项。
1. 在“浏览存储库”中，右键单击报表，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 HTML 预览。
2. 在显示 HTML 预览的情况下，依次选择查看和显示注释或隐藏注释。

公式单元格中注释的行为
在报表查看器中右键单击某个公式单元格以创建注释。
注释的上下文包括所有维，公式行和公式列上的维除外。注释的内容为 "Row X" 和/或
"Column Y"，而非公式行和公式列上的维（如 "Row 3"、"Row 14"、"Column C"、"Column

AF"）。例如：
• 如果为包含值 80.50 的单元格添加注释，则上下文为：Measures/Market/Scenario/

Column C。
• 如果为包含值 47.50 的单元格添加注释，则上下文为：Measures/Year/100-10/Row 3。
• 如果为包含值 292.25 的单元格添加注释，则上下文为：Measures/Row 3/Colum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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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释”面板上，公式行和公式列标题在上下文中显示为“显示值”，而不是 "Row X" 或
"Column Y"。例如：

• 如果为包含值 80.50 的单元格添加注释，则上下文为：Measures, Market,
Scenario, Total Column。

• 如果为包含值 47.50 的单元格添加注释，则上下文为：Measures, Year, 100-10,
Total Row

• 如果为包含值 292.25 的单元格添加注释，则上下文为：Measures, Total Row, Total
Column

注：
注释的上下文仍使用 "Row X" 和 "Column Y"。这只是显示标题值的注释显示值。这与网格显示成员别名时处理成员名称的方式相同（在上下文的显示值中显示成员别名）。

注意事项：
• 您只能通过右键单击单元格将公式行或公式列包含在注释的上下文中。
• 不能通过新建注释对话框中的“成员选择”导航至公式行或公式列。
• "Row" 和 "Column" 文本为英语，其作用相当于关键字。它们没有本地化。

查看注释摘要
要查看初始摘要注释文本，请右键单击注释图标。
如果适用，您可以在气泡内单击图标查看附件、回复注释或查看注释的详细信息。

查看注释详细信息
在“注释列表”面板中查看可能包含回复和附件的注释详细信息。
将为每一注释显示下列信息：
• 状态 - 眼睛图标表示查看权限，感叹号图标表示注释不再与存储库中的对象关联，“空白”表示可以查看和回复注释。
• 标题 - 注释标题
• 作者 - 注释的创建者
• 说明 - 注释说明
• 发布 - 创建注释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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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 - 报表中使用的数据库
• 上下文 - 与注释相关的对象。如果对象为网格，则显示维和成员。如果对象是图像、文本或图表，则会显示报表的路径和对象 ID。
• 类别 - 说明注释性质的预定义类别。
要查看注释详细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注释图标，然后单击显示详细信息。
• 在屏幕底部的“注释列表面板”中，单击显示面板。

编辑注释
在创建注释时选中启用编辑以指定具有“修改”或“完全控制”权限的用户可以编辑注释。
如果不选择此选项，则不能编辑注释。创建注释之后，就无法更改此设置。

注：
如果为某个注释选择了“启用编辑”，则用户将无法回复该注释。

如果用户可以编辑注释，则可更改以下内容：
• 标题
• 说明
• 类别
• 附件
要编辑注释：
1. 在注释列表面板中以及“HTML 预览”屏幕底部显示注释的情况下，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双击注释。
• 右键单击注释，然后选择编辑。
• 选择注释，然后单击“注释”工具栏中的编辑图标。
• 从对象注释气泡中选择注释，然后选择编辑。

2. 在注释对话框中，修改与注释关联的“标题”、“说明”、“类别”或“附件”。
3. 单击确定以保存更改。

编辑注释上下文
在创建注释时选中启用上下文更改以指定具有“修改”或“完全控制”权限的用户可以编辑注释上下文。
如果不选择此选项，则不能编辑注释上下文。保存注释之后，就无法更改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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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编辑选项仅在查看报表时可用。在通过依次选择导航、管理和注释访问的浏览注释选项卡中，此功能不可用。在浏览注释选项卡上处理注释时，可以使用更改源选项修改上下文。

要编辑注释上下文：
1. 双击注释，然后选择编辑。
2. 在上下文选项卡中，执行下列一项或两项操作：

• 选择或清除维。
• 更改一个或多个维的成员选择。

3. 单击确定。
设置注释打印首选项

定义报表中注释的打印方式。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文件和首选项，然后单击 Financial Reporting。
2. 在常规选项卡中，单击注释打印详细信息。
3. 在注释打印首选项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选择详细信息，然后选择使用脚注详细信息下的选项以创建系统定义的脚注。将应用常规格式设置并使用系统定义的大小和字体。
• 选择文本对象，然后单击使用脚注文本对象下的选择，以便使用报表的文本对象中的脚注功能来打印注释。注脚功能由报表设计者创建。此选项为注释的格式设置和打印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注脚功能可以指定仅打印向标题和内容应用了不同大小、字体和颜色的网格注释。

4. 单击确定。
设置注释权限

注释创建者可以将访问控制和权限选项应用到选定的用户、组或角色。
访问控制应用于顶级注释（根）和全部后续回复。权限选项定义用户对注释有哪种访问权限。您可以组织和控制自己有访问权限的注释视图。
权限选项包括：
• 禁止访问 - 用户无法查看注释。
• 查看 - 用户可以查看全部注释，但无法创建或回复注释。
• 修改 - 用户可以创建和回复注释，但不能删除注释。
• 完全控制 - 用户可以创建、回复和执行与存储库对象相关的管理功能。
要设置注释权限：
1. 单击注释，然后单击显示详细信息以查看注释列表窗格内的注释。
2. 在注释列表窗格中，突出显示您要设置权限的注释并单击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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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权限对话框中，突出显示要对其应用权限的用户、组或角色，然后单击向右的箭头，将它们移动到“选定的用户、组和角色”面板中。
4. 从访问列表选择权限，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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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使用注释管理器
另请参阅：
• 搜索注释使用“浏览存储库”访问可以搜索注释的注释管理器。
• 查看与注释相关联的报表查看与一个或多个注释关联的报表及其附件。报表中会为每个注释显示注释摘要行。
• 回复注释在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中通过注释气泡或“注释列表”面板回复注释。
• 删除注释您必须是注释作者、管理员，或有“完全控制”角色权限，才能删除注释。
• 更改注释的数据源使用注释管理器更改注释的数据源。
• 将单元格文本、规划单元注释和文档附件显示为注释在“浏览存储库”中，使用将单元格文本显示为注释选项显示的注释仅可供查看。
• 更改注释上下文元素可为与特定数据源相关联的注释更改维或维成员值。
• 审核注释有关注释的信息（如创建日期和上次修改日期）是常规审核和合规性报告所必不可少的信息。

搜索注释
使用“浏览存储库”访问可以搜索注释的注释管理器。
要搜索注释：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工具和注释管理器。
2. 在搜索中选择一种搜索方法：

• 全部 - 根据标题、作者、类别、说明或上下文中的文本进行搜索。可接受不区分大小写的文本、以星号结尾的字符串和通配符字符串。
• 标题 - 根据“标题”中的文本进行搜索。可搜索不区分大小写的文本、以星号结尾的字符串和通配符字符串。
• 作者 - 根据“作者”中的文本进行搜索。
• 类别 - 搜索某个类别。
• 说明 - 根据说明中的文本进行搜索。可搜索不区分大小写的文本、以星号结尾的字符串和通配符字符串。
• 上下文 - 按上下文搜索。“搜索查找”显示上下文查找对话框，您可以根据数据源、元素名称和（可选）元素值定义搜索。

将显示现有注释的数据源。Financial Reporting 数据源指示将注释附加到报表。如果在对象上设置注释，将显示 Financial Reporting 数据源。Planning 数据源指示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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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到网格数据源。要指定多个元素值，请使用逗号 (,) 分隔各个值。只需要满足一个值即可。
• 高级搜索 - 根据标题、作者、说明、发布日期范围、类别或上下文的组合定义搜索。

3. 单击注释查看注释内容。
上下文查找

要在“上下文查找”中定义搜索：
1. 在数据源中，选择一个数据源。

将显示现有注释的数据源。在报表对象上设置注释时，将显示 fr 数据源；fr 之后的数据源表示在该数据源上设置的注释用于报表。
2. 在元素名称中选择一个元素。

选定的元素将从列表中删除，并且无法重新选定。
3. 在元素值中指定值。

要指定多个值，请使用逗号 (,) 将每个值隔开。仅需满足多个值中的一个即可。
4. 单击搜索查看结果。

高级搜索
要使用高级搜索：
1. 在搜索中选择高级搜索。
2. 在高级搜索中输入搜索条件：

• 标题 - 注释标题
• 作者 - 注释作者
• 说明 - 注释说明
• 发布日期范围从/到 - 包含发布注释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从”和“到”下拉列表中提供了日历查找选项。
• 类别 - 与注释相关的主题
• 上下文 - 使用“上下文查找”选择数据源、元素名称和元素值。单击查找可以显示“上下文查找”对话框。

查看与注释相关联的报表
查看与一个或多个注释关联的报表及其附件。报表中会为每个注释显示注释摘要行。
要查看与注释关联的报表：
1. 打开“注释管理器”并搜索注释。
2. 右键单击注释，然后选择显示报表/文档。
3. 如果出现错误，请检查报表的数据源是否已更改。
报表中的“注释”图标指示注释参考所在的位置。与只读报表/文档相关联的注释将显示“眼睛”图标。

第 9 章查看与注释相关联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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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试图查看报表时如果出错，可能是报表的数据源发生了改变。必须匹配注释的数据源。

注：
如果在“浏览存储库”中使用“重命名”菜单选项更改了报表名称，则所有对象级注释仍与重命名的报表保持关联。但是，如果报表名称是在 Reporting Studio 中使用“另存为…”选项更改的，那么被复制的报表和来自原始报表的任何对象级别的注释都不会复制到采用新名称的报表。

回复注释
在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中通过注释气泡或“注释列表”面板回复注释。
用户必须具有适当的角色才能回复注释。在回复时，您可以更改类别并添加附件，例如“浏览存储库”文档、您的计算机上的本地文档或者 URL。
要回复注释：
1. 在包含注释的报表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注释图标，然后单击回复。
• 在屏幕底部的“注释列表”面板中，单击显示，然后单击回复。

2. 单击确定。

注：
如果在创建注释时为注释选择了启用编辑，则用户将无法回复该注释。回复注释时，将启用注释选项卡和附件选项卡。请参阅“创建注释”。

删除注释
您必须是注释作者、管理员，或有“完全控制”角色权限，才能删除注释。
要删除注释：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注释图标，然后单击显示详细信息。
• 在屏幕底部的“注释列表”面板中，单击显示。

2. 突出显示注释，然后单击删除。

第 9 章回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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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注释的数据源
使用注释管理器更改注释的数据源。
要更改注释数据源：
1. 打开“注释管理器”并搜索注释。
2. 右键单击注释并选择更改源。
3. 更改所需的源选项。

• 类型
• 服务器
• 应用程序
• 数据库
“类型”始终是 Planning。“服务器”和“应用程序”应保持相同，除非您要将报表从测试环境移至生产环境。“数据库”表示不同规划类型。

4. 选择应用到所有注释，可将数据源更改应用于符合数据源条件的所有注释；清除应用到所有注释，可将元素更改仅应用于突出显示的注释。
要将数据源更改仅应用于突出显示的注释，请清除该复选框。

5. 单击确定
确认消息将显示已更改文档的数量。已更改文档将在列表中突出显示。

将单元格文本、规划单元注释和文档附件显示为注释
在“浏览存储库”中，使用将单元格文本显示为注释选项显示的注释仅可供查看。

注：
这仅指在“浏览存储库”中创建的 Financial Reporting 注释。

更改注释上下文元素
可为与特定数据源相关联的注释更改维或维成员值。
要更改注释的上下文元素：
1. 打开“注释管理器”并搜索注释。
2. 右键单击注释并选择更改元素。

将显示更改元素对话框和当前的数据源。
3. 在更改元素对话框中：

• 选择数据源。

第 9 章更改注释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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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一个选项：
– 更改元素 - 更改一个维。在替换中选择一个维，在替换为中输入一个新维。
– 更改元素值 - 更改维和成员。在替换中选择一个新维，在替换为中输入一个成员。

• 选择应用到所有注释，可将元素更改应用于符合数据源条件的所有注释；清除应用到所有注释，可将元素更改仅应用于突出显示的注释。
4. 单击确定。

确认消息将显示更改为新元素的注释数。已更改文档将在列表中突出显示。
审核注释

有关注释的信息（如创建日期和上次修改日期）是常规审核和合规性报告所必不可少的信息。
对于与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关联的注释，注释信息记录在 Financial Reporting 服务器的
AnnotationAudit.log 文件中。对于每个注释，该文件都包含：
• 执行的操作：创建、回复或删除注释
• 注释标题
• 与注释关联的数据源
• 注释上下文
• 添加、更改或删除注释的用户的用户 ID

• 创建、修改或删除注释的时间和日期
• 与注释关联的报表的名称和路径
• 与注释关联的对象类型（网格、图表、图像、文本框）
Financial Reporting AnnotationAudit.log 文件位于 MIDDLEWARE_HOME /
user_projects/domains/EPMSystem/servers/FinancialReporting0/logs 中。

注：
不记录注释权限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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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从移动设备访问 Financial Reporting

另请参阅：
• 从移动设备访问 Financial Reporting 概览您可以从移动设备查看、启动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以及与这类报表交互。
• 查看报表和帐簿查看整个帐簿或帐簿中的各个报表。
• 处理报表和帐簿更改用户 POV、响应提示、使用展开和相关内容。

从移动设备访问 Financial Reporting 概览
您可以从移动设备查看、启动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以及与这类报表交互。
要从移动设备访问 Financial Reporting：
1. 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页面。
2. 输入以下 URL：

https://pod#.planning.us0.oraclecloud.com/hr/mobile/HRMobileLogon.jsp
其中 pod# 是您公司所指定 POD 的具体编号。

3. 出现提示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4. 按确定访问 Financial Reporting 存储库。
访问存储库后，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并显示报表、快照报表、帐簿和快照帐簿。请参阅“查看报表和帐簿”。
• 处理报表和帐簿，包括响应提示以及使用展开。请参阅“处理报表和帐簿”。
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Financial Reporting 时，请注意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Financial Reporting 与在其他平台上使用该产品的不同之处：
• 报表顶部有一个提供以下交互的报表交互菜单：

– HTML 预览
– 刷新
– PDF 预览
– 预览用户视点

• 报表的 PDF 预览仅显示当前在移动设备屏幕上可见的页面区域。要滚动至另一页或者在同一页中向下滚动，请轻按屏幕左上角的单独启动链接。此时报表会显示在另一个浏览器选项卡中，可以在此处与 PDF 报表的所有页进行充分交互。
• 要在移动设备上以 PDF 预览方式启动报表或帐簿，请轻按存储库列表中相应报表或帐簿名称旁的 PDF 图标。
• 预览用户 POV 和提示显示在单独的浏览器选项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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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iPad 和 Android 平板电脑之类的设备，当打开报表或帐簿时，文件夹和对象列表显示在一个窗格中，打开的报表或帐簿显示在另一个窗格中。然而，对于 iPhone和 Android 手机之类的设备，当打开报表或帐簿时，报表或帐簿内容会替代屏幕上的文件夹和对象列表。可以使用手机导航按钮在打开的报表或帐簿与存储库列表之间进行切换。
• 从移动设备访问 Financial Reporting 时，用户可以创建报表、帐簿或批处理；调度批处理；或编辑“浏览存储库”用户首选项。
• 在移动设备上不支持将报表导出至 Microsoft Office。
• 在移动设备上不支持注释。

查看报表和帐簿
查看整个帐簿或帐簿中的各个报表。
另请参阅：
• 查看报表
• 查看帐簿

查看报表
如果报表包含用户 POV 上的维，这些维将显示在报表或帐簿上方。对用户 POV 上的维进行设置会启用维修改，这将导致 POV 更改并需要重新生成报表或帐簿。

注：
在存储库中，您可以在运行报表或帐簿之前显示当前用户视点设置页。在报表或帐簿运行之后，您可以编辑当前用户 POV 设置页。

以 PDF 格式显示的报表是使用用户 POV 生成、以 PDF 格式输出的。对于包含多个页成员的报表，系统会为所有页成员生成和显示数据。
要查看报表：
1. 在“浏览存储库”中，依次选择文件、打开和文档，然后选择一个报表。
2. 可选：如果显示了预览用户视点设置对话框，请更改设置并单击确定。

如果显示了此页，则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中的“用户视点”被选中。
3. 在位于报表顶部的视点栏中，选择一个维以调用成员选择，选择其他成员，然后单击确定。

报表内容会发生变化以反映 POV 的变化。
4. 依次选择视图和预览用户视点。
5. 在预览用户视点中，单击选择更改维选择。
6. 在成员选择中，选择其他成员，然后单击确定。

报表将刷新。

第 10 章查看报表和帐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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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帐簿
您可以查看整个帐簿或帐簿中的各个报表。选择一个报表名称后，将按帐簿中指定的所有成员组合生成该报表。
在运行帐簿之前可以预览用户 POV。当查看帐簿时，会显示用户 POV 和目录。用户 POV 指定在报表网格中未定义的维成员。您可以更改用户 POV 成员，然后运行帐簿以显示新成员数据。
使用目录即可查找要查看和设置选项的报表。

注：
在 EPM Workspace 中生成和显示帐簿所需的时间因帐簿的大小而异。您可以随时取消帐簿。

要查看帐簿：
1. 从文件列表中，依次选择查看、根据类型显示项和帐簿。
2. 右键单击帐簿，选择打开方式，然后选择 HTML 预览或 PDF 预览。

如果帐簿包含 HTML 内容并且您选择了“以 PDF 格式显示完整帐簿”，则呈现和打印的帐簿将不包括 HTML 内容。
3. 可选：如果显示“当前用户 POV 设置”页，则更改设置，然后单击确定。

如果显示该页面，则 Financial Reporting 的“首选项”对话框中的“用户视点”处于选中状态。
4. 可选：从“帐簿目录”页，修改用户 POV，然后查看新 POV 的报表。
5. 要查某个特定的文档，请突出显示该文档，然后单击显示报表。

处理报表和帐簿
更改用户 POV、响应提示、使用展开和相关内容。
另请参阅：
• 更改用户 POV

• 响应提示
• 使用展开
• 使用相关内容

更改用户 POV
用户 POV 指定未在报表网格上定义的维成员，它可按设计时的指定用于动态报表和帐簿。您可以先更改用户 POV 成员，然后运行报表和帐簿显示新成员数据。也可以在运行报表和帐簿之后修改用户视点。
当以 HTML 格式查看报表或帐簿时，用户 POV 可能会显示在报表或帐簿目录上方的内容区域中。

第 10 章处理报表和帐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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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维或成员都是一个链接。选中某个链接后，将显示“成员选择”页，可以从中为维选择成员。维成员将在树视图中显示，该视图是维成员的一种层次视图。默认情况下，树视图只显示顶级成员。展开一个成员可显示其子代。如果您无权访问父代成员，则无法以树形视图呈现父代和子代层次；相反，以大型平面列表显示该层次。

注：
只会为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的服务管理员显示树视图。对于其他所有用户，显示的是平面列表。

成员搜索方法：
• 展开数据成员行进行可视化搜索。您可以使用“展开所有行”按钮展开行。
• 使用“查找”文本框可以按成员或别名和说明进行搜索。搜索条件可以包含通配符，例如 * 和 ?。

响应提示
有些报表设计了提示，当您查看包含这些报表的报表或帐簿时，即会显示提示。从提示列表中选择成员即可响应提示并提供所请求的信息。
要在预览报表或帐簿时响应提示：
1. 右键单击报表或帐簿，然后依次选择打开方式和 HTML 预览。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选择”文本框中，针对相应提示输入成员名称（如果已知）。如果该文本框禁用，则提示会包含别名。要编辑文本框，请在现有文本基础上进行键入。用逗号 (,) 分隔每个成员。
• 如果成员名称未知，请单击转到成员选择 。在选择成员对话框中，选择所需成员，然后单击确定。

3. 可选：要撤消任何更改，请在对提示进行响应中单击重置。
4. 单击确定以运行报表。

使用展开
展开使报表查看者可以看到成员子代及其相应数据。展开仅在查看 HTML 报表时可用。启用展开的行和列会显示向右的三角形，单击即可查看相关详细信息。执行展开后，页面会被定位到选择展开的行或列旁边。展开是在设计时设置的。
当使用展开时：
• 单击行或列的向右三角形以查看下一级别的详细信息。(单击多次即可查看多个级别的详细信息。)

• 单击已展开行或列的向下三角形以折叠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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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背景颜色与用于展开的三角形颜色相同，则将无法看到展开箭头。

使用相关内容
相关内容会链接到其他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和其他 Oracle 服务器上的文档。相关内容由报表设计者设置，仅适用于 HTML。单击网格值即可查看相关内容链接，该值默认情况下会加下划线。
相关内容选定单元格的成员会被传递到用户 POV 并用于相关内容报表。因此，相关内容报表的上下文即是在主报表中选择的单元格。例如，如果选择行单元格中的 Margin 行并选择
Boston 列单元格，则 Financial Reporting 会将帐户维的用户 POV 设置为 Margin，而将实体维的用户 POV 设置为 Boston，然后显示相关内容报表。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Financial Reporting Web Studio 进行设计》。
相关内容规则：
• 如果只为对象启用一个操作 (HTML)，则不会在“相关内容”页上列出各个操作。
• 默认操作 (HTML) 会在对象标签的旁边列出。
• 在相关内容区域中打开文件夹。
• 对象级别的安全性是在文件夹内并且是当请求查看报表时进行检查。
要使用相关内容：
1. 在报表中，单击相关内容链接。

如果在相关内容列表中选择单个报表并仅指定一个操作时，会打开报表。如果选择多个报表或指定多个操作，则会在单独的浏览器窗口中显示相关内容页。
2. 如果显示相关内容对话框，请单击一个链接。

如果您单击的链接不是一个文件夹，则会显示单击的文档或操作组合。

第 10 章处理报表和帐簿

10-5


	目录
	文档可访问性
	文档反馈
	1 关于 Financial Reporting
	2 使用“浏览存储库”
	关于“浏览存储库”
	使用“浏览存储库”的单个实例
	向文档存储库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个性化“浏览存储库”
	调整标题大小
	调整视图窗格大小
	显示列
	对列重新排序
	对列进行排序
	显示特定文件类型

	管理项
	“浏览存储库”中支持的项
	文档
	集合
	支持文件
	其他标准文件
	文件夹

	使用不明确的项
	导入项
	导入文件
	导入 URL
	导入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
	导入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

	导出项
	导出用例
	导出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
	将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和快照导出至 Microsoft Office

	创建快捷方式
	创建存储库项的电子邮件链接
	选择接收电子邮件的收件人

	管理文件和文件夹
	访问文件或文件夹
	打开文件或文件夹
	使用菜单选项打开文件
	以其他格式打开 Financial Reporting 文件

	保存 Financial Reporting 文件
	创建文件夹
	移动或复制文件和文件夹
	重命名文件或文件夹
	删除文件或文件夹
	使用收藏夹
	关于使用收藏夹
	向收藏夹添加项
	管理收藏夹

	使用订阅
	创建订阅
	修改或删除订阅
	订阅文件夹
	接收并查看订阅


	在“浏览存储库”中使用 URL
	打开 URL
	在新窗口中打开 URL
	更新 URL

	搜索存储库中的项
	关于搜索
	搜索文档和报表
	使用高级搜索
	搜索语法
	支持的 MIME 类型
	安全
	搜索结果

	使用 Smart View
	从“浏览存储库”中安装 Smart View
	导出到 Smart View
	使用 Smart View 导入 Financial Reporting 内容

	设置权限
	关于设置权限
	向文档存储库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定义文件和文件夹的权限
	将权限应用于文件夹中的对象

	使用属性
	设置文件属性
	常规属性
	高级属性
	更改对象的所有权


	3 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的首选项
	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
	常规 Financial Reporting 首选项
	Reporting Studio 首选项

	4 管理数据库连接
	数据库连接管理器
	添加和编辑数据库连接
	登录到数据库连接
	数据库连接属性
	选择应用程序和数据库名称
	编辑数据库连接
	删除数据库连接
	更改数据库连接

	5 设计 Financial Reporting 帐簿的文档
	关于“浏览存储库”中的文件、文件夹和文档
	创建文档
	关于帐簿
	帐簿类型
	帐簿视点
	帐簿输出

	创建帐簿
	创建帐簿时的注意事项
	创建帐簿
	设置帐簿属性
	帐簿中相关内容的行为
	超链接和 FRExecute 的处理行为

	添加目录
	设置目录文本
	向帐簿的目录添加标题文本
	自定义目录

	添加封面

	向帐簿添加报表和文档
	向帐簿中添加报表
	将文档添加到帐簿
	在帐薄中使用 Microsoft Word 文档
	关于在帐薄中使用 Microsoft Word 文档
	在 Microsoft Word 中创建超链接
	使用 FRExecute 将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嵌入 Microsoft Word 和 HTML 文档
	关于 FRExecute
	FRExecute 语法
	使用 FRExecute 时的注意事项
	FRExecute 示例

	打印文本文件

	设置 Financial Reporting 文档的用户视点

	使用成员
	为帐簿中的文档选择成员
	限制可以选择的成员
	将用户视点作为帐簿视点的成员进行选择
	使用函数分配成员
	根据标准选择多个成员
	搜索成员
	更改页成员
	更改网格视点的成员
	将成员从一个报表复制到另一个报表
	预览选定的成员
	从报表或帐簿中删除所有成员

	打开、重命名和保存帐簿
	打开帐簿和快照帐簿
	重命名帐簿和快照帐簿
	保存帐簿

	查看报表、帐簿和快照帐簿
	查看报表
	查看帐簿
	查看快照帐簿

	打印报表、帐簿和快照帐簿
	打印报表
	打印帐簿
	打印帐簿中的报表
	从帐簿生成的 PDF 文件的功能

	打开与其他 Financial Reporting 对象同名的快照帐簿

	6 设计批处理
	关于批处理
	设计批处理
	定义批处理提示
	关于提示
	响应提示
	定义提示


	7 调度批处理
	关于调度批处理
	调度批处理运行
	提供登录凭据
	为批处理视点选择成员
	指定批处理目标
	选择用于批处理调度的电子邮件地址

	调度批处理突发
	关于突发目标文件
	选择突发文件
	预览突发列表
	指定突发输出标签

	批处理调度器操作
	删除批处理
	从批处理调度器删除批处理
	自动删除批处理调度器结果

	正在检索已导出的输出
	查看调度批处理的详细信息
	更改已调度批处理的登录凭据
	将批处理属性复制到新的批处理
	修改批处理属性
	将文件权限分配到快照和快照帐簿


	8 使用注释
	关于注释
	注释元素
	使用注释时的注意事项

	创建注释
	显示和隐藏注释
	公式单元格中注释的行为
	查看注释摘要
	查看注释详细信息
	编辑注释
	编辑注释上下文
	设置注释打印首选项
	设置注释权限

	9 使用注释管理器
	搜索注释
	上下文查找
	高级搜索

	查看与注释相关联的报表
	回复注释
	删除注释
	更改注释的数据源
	将单元格文本、规划单元注释和文档附件显示为注释
	更改注释上下文元素
	审核注释

	10 从移动设备访问 Financial Reporting
	从移动设备访问 Financial Reporting 概览
	查看报表和帐簿
	查看报表
	查看帐簿

	处理报表和帐簿
	更改用户 POV
	响应提示
	使用展开
	使用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