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racle® Fusion Cloud EPM管理 Tax Reporting

F28744-18



Oracle Fusion Cloud EPM 管理 Tax Reporting

F28744-18

版权所有 © 2019, 2023, Oracle 和/或其附属公司。
第一作者：EPM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Team

This software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vided under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aining restrictions on
use and disclosure and are protecte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Except as expressly permitted in your
license agreement or allowed by law, you may not use, copy, reproduce, translate, broadcast, modify, license,
transmit, distribute, exhibit, perform, publish, or display any part,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Reverse
engineering, disassembly, or decompilation of this software, unless required by law for interoperability, is
prohibite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is not warranted to be error-free. If
you find any errors, please report them to us in writing.

If this is software, software documentation, data (as defined in the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or related
documentation that is delivered to the U.S. Government or anyone licensing it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n the following notice is applicable:

U.S. GOVERNMENT END USERS: Oracle programs (including any operating system, integrated software,
any programs embedded, installed, or activated on delivered hardware, and modifications of such programs)
and Oracle computer documentation or other Oracle data delivered to or accessed by U.S. Government end
users are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documentation," or "limited rights
data"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and agency-specific supplemental
regulations. As such, the use, reproduction, duplication, release, display, disclosure, modification, prepar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and/or adaptation of i) Oracle programs (including any operating system, integrated
software, any programs embedded, installed, or activated on delivered hardware, and modifications of such
programs), ii) Oracle computer documentation and/or iii) other Oracle data, is subject to the rights and
limitations specified in the license contained in the applicable contract. The terms governing the U.S.
Government's use of Oracle cloud services are defined by the applicable contract for such services. No other
rights are granted to the U.S. Government.

This software or hardware is developed for general use in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It is not developed or intended for use in any inherently dangerous applications, including applications that
may create a risk of personal injury. If you use this software or hardware in dangerous applications, then you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take all appropriate fail-safe, backup, redundancy, and other measures to ensure its
safe use. Oracle Corporation and its affiliates disclaim any liability for any damages caused by use of this
software or hardware in dangerous applications.

Oracle®, Java, and MySQL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Other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Intel and Intel Inside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Intel Corporation. All SPARC trademarks are
used under license and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PARC International, Inc. AMD, Epyc,
and the AMD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Advanced Micro Devices. UNIX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he Open Group.

This software or hardware and documentation may provide access to or information about conte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from third parties. Oracle Corporation and its affiliates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and expressly
disclaim all warranties of any kind with respect to third-party conte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unless otherwise
set forth in an applicable agreement between you and Oracle. Oracle Corporation and its affiliates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costs, or damages incurred due to your access to or use of third-party content,
products, or services, except as set forth in an applicable agreement between you and Oracle.



目录
 文档可访问性
 文档反馈
1   Tax Reporting 概述

税预提流程 1-1

我首先要执行哪些任务？ 1-3

2   创建应用程序
了解应用程序 2-1

“应用程序概览”选项卡 2-1

应用程序多维数据集 2-2

应用程序维 2-2

应用程序活动报表和访问日志 2-3

使用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 2-5

创建应用程序的先决条件 2-5

创建应用程序的工作流 2-6

创建应用程序 2-6

创建新应用程序 2-7

创建示例应用程序 2-11

启用应用程序功能 2-13

配置管辖范围和实体 2-15

创建全国性管辖范围 2-15

创建区域性管辖范围 2-17

创建实体 2-18

添加货币 2-20

在配置管辖范围和实体后刷新数据库 2-21

删除应用程序 2-23

iii



3   管理安全性
安全性概述 3-1

管理对象和数据访问权限 3-2

为用户分配对象访问权限 3-3

为用户分配数据访问权限 3-3

为维启用或禁用安全访问权限 3-4

分配对维成员的安全访问权限 3-5

定义单元格级别安全 3-6

了解单元格级别安全 3-6

创建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3-7

查看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3-8

筛选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3-9

导入和导出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3-9

测试单元格级别安全 3-11

对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列表重新排序 3-11

4   管理应用程序和系统设置
指定应用程序设置 4-1

管理应用程序所有权 4-6

在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部署中上传字体 4-6

自定义应用程序外观 4-7

设置通知电子邮件 4-8

使用变量 4-10

创建用户变量 4-10

创建替代变量 4-10

发布公告 4-11

指定对象标签 4-11

5   管理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概述 5-1

维、成员、别名和表单的限制 5-2

导入元数据 5-5

创建元数据导入文件 5-6

支持的其他分隔符字符 5-7

加载元数据导入文件 5-8

导出元数据 5-10

数据集成 5-12

复制数据 5-13

iv



使用复制数据作业 5-18

保存复制数据作业 5-19

调度复制数据作业 5-20

审核复制数据作业 5-22

示例：排除配置、替代变量、调度作业 5-22

清除数据 5-23

使用清除数据作业 5-27

创建“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 5-28

刷新数据库 5-29

定义有效交叉点 5-30

了解有效交叉点 5-30

有效交叉点组 5-30

有效交叉点规则 5-30

锚点和非锚点维 5-31

有效交叉点规则存在冗余或重叠 5-31

共享成员和有效交叉点规则 5-31

替代变量和有效交叉点规则 5-31

计算顺序 5-31

创建有效交叉点 5-32

管理有效交叉点 5-34

查看有效交叉点 5-34

更改有效交叉点组计算顺序 5-34

禁用和启用有效交叉点组 5-34

编辑有效交叉点组的详细信息 5-35

复制有效交叉点组 5-36

删除有效交叉点组 5-36

在表单中使用有效交叉点 5-36

管理无效交叉点报表 5-37

创建无效交叉点报表 5-37

编辑无效交叉点报表 5-38

复制无效交叉点报表 5-39

运行无效交叉点报表 5-39

删除无效交叉点报表 5-39

隐藏表单中的无效数据 5-40

6   在 EPM 云中连接环境
关于连接 EPM 云环境 6-1

EPM 云连接迁移注意事项 6-3

创建、编辑和删除与其他 EPM 云环境的连接 6-4

连接到外部 Web 服务 6-5

v



为外部连接指定高级选项 6-6

在 EPM 云环境间导航 6-7

自定义导航流以访问其他 EPM 云环境 6-7

将来自其他 EPM 云环境的卡划分到群集中 6-8

为卡配置来自多个 EPM 云环境的选项卡 6-11

使用直接 URL 集成连接的环境 6-14

复制单个 URL 6-14

将所有 URL 导出到 CSV 文件 6-14

7   设计自定义导航流
了解导航流 7-1

在业务流程界面中可以自定义哪些内容？ 7-1

导航流自定义类别 7-2

导航流权限 7-2

预定义的导航流 7-2

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7-3

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 7-3

创建和复制导航流 7-4

编辑导航流 7-4

激活和禁用导航流 7-5

使用“验证”查找导航流中缺少的对象 7-6

解决显示警告图标的导航流问题 7-7

自定义用于卡、选项卡和群集的标签 7-7

自定义用于卡和垂直选项卡的图标 7-8

隐藏和取消隐藏群集、卡和选项卡 7-8

更改卡在主页上的显示顺序 7-8

添加卡 7-9

向表格页添加选项卡 7-10

关于使用 URL 在 EPM 云应用程序中嵌入第三方页面 7-13

删除导航流、卡和选项卡 7-13

将卡划分到群集中 7-14

重新加载导航流 7-16

在运行时切换导航流 7-16

8   设计 Infolet

关于 Infolet 8-1

Infolet 解析 8-3

确定 Infolet 内容 8-6

为 Infolet 设计表单 8-7

vi



为 Infolet 设计图表 8-7

使用 Infolet 设计器 8-7

创建 Infolet 8-10

使用 Infolet 8-10

自定义应用程序界面以访问 Infolet 8-11

9   设计仪表板
仪表板功能 9-1

仪表板设计过程中涉及的概念 9-2

设计仪表板过程 9-4

关于仪表板布局 9-5

关于仪表盘图表类型 9-5

关于磁贴图图表类型 9-7

自定义仪表板颜色 9-8

设置折线图和组合图中的线宽 9-9

关于全局 POV 和本地 POV 9-10

仪表板 POV 和有效交叉点 9-11

10  
 

管理表单
设置表单网格属性 10-1

设置表单维属性 10-2

设置打印选项 10-3

11  
 

使用维
维概述 11-1

帐户维 11-2

定义帐户属性 11-5

期间维 11-7

合并维 11-9

数据源 11-10

货币维 11-13

公司内维 11-14

实体的公司内属性 11-17

实体维 11-17

移动维 11-20

多 GAAP 维 11-22

管辖范围维 11-24

方案维 11-25

vii



视图维 11-26

年维 11-26

查看和编辑维 11-27

使用导航器处理维层次 11-28

展开与折叠维层次 11-28

导航维层次 11-29

查找维或成员 11-29

对成员进行排序 11-29

在维层次中移动成员 11-29

查看成员的祖先 11-30

显示成员用法 11-30

设置公司内帐户属性值 11-31

设置合并的实际税率自定义属性 11-31

修改性能设置 11-32

更改数据源维的性能设置 11-32

创建备用层次 11-33

在实体维中创建备用层次 11-34

12  
 

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编辑维
关于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编辑维 12-1

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12-2

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处理维 12-2

切换到其他维 12-2

自定义列布局 12-2

查看祖先 12-3

显示成员在应用程序中的用途 12-3

聚焦编辑 12-3

查找成员 12-4

对成员进行排序 12-4

将成员移至其他层次 12-4

从 Microsoft Excel 复制成员名称 12-4

使用成员公式 12-5

编辑维属性 12-5

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编辑成员属性 12-7

13  
 

使用成员
做出选择 13-1

成员关系 13-3

在搜索中使用通配符 13-4

viii



植入的维成员 13-5

动态成员 13-7

添加或编辑成员 13-7

删除成员 13-10

删除父代成员 13-11

使用共享成员 13-11

创建共享成员 13-12

14  
 

导入和导出数据
导入数据 14-1

创建数据导入文件 14-2

加载方法 14-2

加载方法示例 14-3

加载数据导入文件 14-4

导出数据 14-6

查看数据导入和导出状态 14-8

15  
 

使用数据管理导入和导出数据
使用数据管理导入数据 15-1

使用数据管理导出数据 15-2

16  
 

设置税率
设置税率 16-1

输入税率 16-2

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全国性 16-4

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区域性 16-6

将期末税率应用于所有本年移动 16-8

将期初税率应用于“上年调整（仅限递延）”列 16-9

17  
 

合并数据
合并过程 17-1

合并维中的数据流 17-2

公司内抵消 17-3

合并数据 17-3

合并逻辑 17-4

转换方法 17-4

转换数据 17-7

ix



合并和转换规则 17-7

合并和转换安全访问权限 17-9

计算状态 17-9

查看合并进度 17-10

使用所有权管理 17-11

管理所有权 17-11

在应用程序中启用所有权管理 17-12

处理所有权更改 17-19

设置非控股权 (NCI) 17-23

所有权合并方法 17-25

更改所有权设置 17-27

导入和导出所有权数据 17-29

重新计算所有权数据 17-33

表单中的所有权设置 17-33

查看 TRCS_Ownership Detail 17-34

查看 TRCS_Weighted Ownership Detail 17-35

同比所有权设置 17-36

18  
 

管理作业
作业概述 18-1

调度作业 18-1

查看作业 18-3

查看非合并作业 18-4

查看挂起的作业和 近的活动 18-5

编辑和删除作业 18-6

复制作业 18-7

启动和删除“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 18-8

19  
 

执行结转和复制配置
了解结转 19-1

执行结转 19-2

执行按实体结转 19-6

在方案、年份和期间之间复制配置 19-7

在实体间复制配置 19-10

20  
 

使用税务自动化
了解税务自动化 20-1

将税务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20-2

x



使用多个规则的组合创建税务自动化 20-3

使用全国性税务自动化 20-6

使用区域性税务自动化 20-14

税务自动化逻辑示例 20-21

管理多个归属地的税务自动化规则 20-23

21  
 

使用跟踪
使用税务自动化跟踪 21-1

了解税务自动化跟踪 21-1

启用税务自动化跟踪 21-2

访问税务自动化跟踪表单 21-3

使用税务自动化跟踪 21-4

示例：用例 21-6

示例：逻辑 21-8

22  
 

使用公司内抵消
在税预提中执行公司内抵消 22-1

23  
 

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RTA) 自动化
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23-1

定义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规则 23-2

对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金额应用上年税率 23-4

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23-5

启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23-5

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23-6

用例示例 23-10

24  
 

使用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
设置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 24-1

添加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 24-3

25  
 

使用“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全国性和区域性）
启用“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 25-1

为“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创建映射 25-2

在“本期应纳税额 - 已自动化”表单中添加和删除列 25-5

xi



管理“本期应纳税额详细信息”表单 25-6

26  
 

使用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
配置“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报表 26-1

为“总帐”列创建元数据 26-2

为纳税帐户前滚付款和退款移动成员设置数据源 26-3

生成默认映射 26-5

生成自定义映射 26-6

将纳税帐户前滚帐户归类为境内或境外 26-10

更新纳税帐户前滚表单验证成员公式 26-11

生成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结转 26-12

27  
 

使用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年份
启用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年份 27-1

设置元数据 27-1

28  
 

使用运营净亏损 (NOL)/抵免
了解运营净亏损 (NOL)/抵免 28-1

启用运营净亏损/抵免自动化 28-2

访问“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屏幕 28-2

使用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列 28-3

管理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28-5

定义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28-5

复制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28-7

删除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28-7

了解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计算规则 28-8

递延税损失 28-8

定义递延规则：示例 28-8

用例示例：递延 28-8

利用税损失/税抵免 28-10

计算示例 28-11

定义利用规则 28-13

用例示例：利用率 28-16

使税损失/税抵免到期 28-17

定义到期规则 28-18

用例示例：到期 28-18

xii



29  
 

迁移对象
导出对象 29-1

上传存档文件 29-2

30  
 

管理审批单元层次
创建审批单元层次 30-1

设置审批单元层次 30-1

选择审批单元层次成员 30-2

分配审批单元所有者和审核者 30-3

为方案分配审批单元层次 30-5

编辑审批单元层次 30-5

查看审批单元层次用法 30-6

同步审批单元层次 30-6

删除和重命名审批单元层次 30-7

导出审批单元层次 30-8

导入审批单元层次 30-8

31  
 

管理审批流程
审批流程概述 31-1

启用审批 31-1

为按国家/地区报告设置单独审批 31-2

启动审批流程 31-5

审批单元提升路径 31-6

创建审批单元注释报表 31-6

创建审批状态报表 31-7

数据验证规则 31-9

在表单中包含数据验证规则 31-9

锁定和解锁实体 31-10

32  
 

审核任务和数据
配置审核任务 32-1

审核信息概述 32-1

查看审核详细信息 32-3

查看任务管理器和补充数据审核详细信息 32-5

xiii



33  
 

设置任务管理器
任务管理器术语 33-1

任务管理器概览 33-2

示例任务流 33-3

管理任务管理器视图、列表和筛选器 33-4

查看任务管理器列表 33-4

使用列表视图 33-5

使用筛选器 33-5

管理任务管理器系统设置 33-8

管理全局集成令牌 33-8

创建全局集成令牌 33-9

删除令牌 33-10

管理任务管理器组织单位 33-10

添加组织单位 33-10

导入组织单位 33-11

选择组织单位 33-11

管理任务的假日规则 33-12

创建假日规则 33-12

将假日规则应用于组织单位 33-12

将假日规则应用于调度模板 33-12

导入节假日 33-13

编辑假日规则 33-13

复制假日规则 33-14

删除假日规则 33-14

更改配置设置 33-14

允许删除注释 33-15

允许删除任务 33-15

启用电子邮件通知 33-15

设置任务管理器调控器 33-25

允许批准重新分配请求 33-26

重新打开任务 33-26

指定 Smart View 中的任务显示 33-27

在工作列表和欢迎面板中显示即将处理的任务 33-27

管理任务管理器属性 33-28

定义任务管理器属性 33-28

定义计算属性 33-29

导入列表属性 33-33

编辑属性 33-33

复制属性 33-34

删除属性 33-34

xiv



查看属性 33-34

搜索属性 33-35

34  
 

为任务管理器管理团队
为任务管理器添加团队和成员 34-1

编辑任务管理器的团队和成员 34-2

搜索和筛选团队及成员 34-2

删除团队和成员 34-3

管理任务管理器用户 34-3

管理后备分配 34-4

在任务管理器中请求重新分配 34-5

35  
 

管理任务类型
任务类型 35-1

创建任务类型 35-1

设置任务类型属性 35-2

设置任务类型参数 35-2

指定任务类型说明 35-3

指定任务类型问题 35-4

分配任务类型属性 35-5

使用任务类型规则 35-6

查看任务类型历史记录 35-8

编辑任务类型 35-8

查看任务类型 35-9

搜索任务类型 35-9

导入任务类型 35-10

导出任务类型 35-10

删除任务类型 35-11

36  
 

管理任务模板
创建任务模板 36-1

设置模板属性 36-2

指定模板说明 36-2

将查看者分配到模板 36-3

应用模板属性 36-4

指定日标签 36-5

可包含嵌入的模板 36-5

使用模板规则 36-6

xv



查看模板历史记录 36-8

打开模板 36-8

向模板中添加任务 36-9

编辑模板 36-9

将任务导入模板 36-10

任务导入文件格式 36-11

将任务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36-14

在模板中重新分配用户 36-14

从模板创建调度 36-15

手动验证模板 36-17

查看任务管理器模板 36-18

搜索模板 36-18

删除模板 36-19

37  
 

管理任务
创建任务 37-1

设置任务属性 37-2

设置任务参数 37-3

指定任务说明 37-4

选择工作流 37-5

添加任务问题 37-7

设置任务查看者 37-9

设置前置任务 37-9

应用任务属性 37-11

使用任务规则 37-12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37-13

使用任务对话框 37-13

导入和导出任务 37-15

编辑任务 37-16

添加附件 37-16

任务排序 37-17

搜索任务 37-17

移动任务 37-17

剪切、复制和粘贴任务 37-17

重新打开任务 37-18

提交任务 37-21

批准或驳回任务 37-21

管理任务重新分配 37-21

取消任务 37-22

删除任务 37-22

xvi



管理服务 37-22

38  
 

管理调度
手动创建调度 38-1

设置调度属性 38-2

向调度添加说明 38-3

分配调度查看者 38-3

应用调度属性 38-4

添加日标签 38-5

使用调度规则 38-5

设置必需的任务参数 38-6

打开调度 38-7

编辑调度 38-7

向调度添加任务 38-7

将任务导入调度 38-8

更新调度中的任务 38-9

在调度中重新分配用户 38-10

对流程自动任务授权 38-11

设置调度状态 38-12

查看调度历史记录 38-13

验证调度 38-13

锁定调度 38-13

查看调度 38-14

搜索调度 38-14

删除调度 38-15

39  
 

管理任务管理器集成
管理与 EPM 云服务的集成 39-1

在 EPM 云中添加预构建的集成 39-2

EPM 云的 终用户集成 39-3

EPM 云的自动化集成 39-5

复制和删除集成文件 39-25

管理与云和内部部署应用程序的集成 39-27

Oracle Cloud ERP 的 终用户集成 39-28

Oracle Cloud ERP 的事件监控集成 39-31

内部部署应用程序的 终用户集成 39-36

设置集成 39-44

内部部署 Oracle E-Business Suite (EBS) 集成 39-47

创建自定义集成 39-56

xvii



创建 终用户集成 39-56

创建自定义流程自动化集成 39-56

创建自定义事件监控集成 39-59

处理集成 39-62

创建集成 39-62

设置集成属性 39-62

设置集成参数 39-63

查看集成 39-64

编辑集成 39-64

搜索集成 39-65

验证集成 39-65

删除集成 39-65

管理连接 39-66

添加连接 39-66

编辑连接 39-66

删除连接 39-67

40  
 

管理任务管理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的警报类型
创建警报类型 40-1

设置警报类型属性 40-2

指定警报类型说明 40-3

选择警报类型工作流 40-4

分配警报类型查看者 40-5

添加警报类型相关问题 40-5

应用警报类型属性 40-7

查看警报类型历史记录 40-7

查看警报类型 40-7

编辑警报类型 40-8

搜索警报类型 40-8

删除警报类型 40-9

41  
 

使用任务管理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报表
为任务管理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生成自定义报表 41-1

创建任务管理器查询 41-2

创建补充数据查询 41-5

创建模板 41-9

设置报表组 41-9

创建报表 41-10

搜索和筛选查询、报表组或报表 41-12

xviii



生成报表 41-12

了解报表安全性 41-13

使用任务管理器报表绑定器 41-14

生成报表绑定器 41-15

查看报表绑定器 41-15

42  
 

管理补充数据
补充数据流程概览 42-1

管理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视图、列表和筛选器 42-2

查看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列表 42-2

使用列表视图 42-3

使用筛选器 42-4

管理补充数据系统设置 42-6

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设置电子邮件通知 42-6

设置补充数据首选项 42-7

设置补充数据调控器 42-7

使用补充数据分析仪表板 42-8

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管理维属性 42-9

为补充数据添加维 42-9

添加维属性 42-10

编辑维属性 42-11

删除维属性 42-12

为补充数据导入维成员 42-12

为补充数据导出维成员 42-12

使用收集间隔 42-13

创建收集间隔 42-13

配置数据收集期间 42-14

查看收集间隔历史记录 42-15

使用补充数据收集 42-15

创建集合 42-15

创建子集合 42-16

添加集合属性 42-17

导入集合列表属性 42-23

查看收集历史记录 42-23

删除集合属性 42-24

编辑集合 42-24

复制集合 42-25

删除集合 42-25

创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表单模板 42-25

指定表单模板说明 42-26

xix



使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表单节 42-26

表单模板节：“列”选项卡 42-27

表单模板节：“分组依据”选项卡 42-29

表单模板节：“映射”选项卡 42-29

表单模板节：“历史记录”选项卡 42-30

分配工作流 42-31

指定表单模板问题 42-32

设置表单模板访问权限 42-33

查看表单模板历史记录 42-34

编辑表单模板 42-34

复制表单模板 42-34

删除表单模板 42-35

将表单模板部署到数据收集期间 42-35

取消部署表单模板 42-36

重新打开补充数据表单 42-37

将数据批量加载到集合中 42-37

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重新分配用户 42-38

对照帐户余额验证补充数据合计 42-38

在“补充数据分析”仪表板中查看数据 42-40

在 Smart View 中使用补充数据 42-41

使用货币转换 42-42

选择实体成员的默认货币 42-43

为转换设置货币属性 42-43

43  
 

管理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团队
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添加团队和成员 43-1

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导入和导出团队和成员 43-2

导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用户 43-4

编辑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团队和成员 43-4

从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删除团队和成员 43-5

管理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用户 43-5

管理后备分配 43-6

在任务管理器中请求重新分配 43-7

xx



文档可访问性
有关 Oracle 对可访问性的承诺，请访问 Oracle Accessibility Program 网站 http://
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获得 Oracle 支持
购买了支持服务的 Oracle 客户可通过 My Oracle Support 获得电子支持。有关信息，请访问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如果您听力受损，请访问 http://
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xxi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文档反馈
要提供有关此文档的反馈，请单击任意 Oracle 帮助中心主题中页面底部的“反馈”按钮。还可以向 epmdoc_ww@oracle.com 发送电子邮件。

文档反馈

xxii



1
Tax Reporting 概述

Tax Reporting 是一个综合的全球税预提解决方案，用于跨国公司根据 GAAP（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或 IFRS（International Finance
Reporting Standard，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报告。该解决方案包含公司税预提流程的所有阶段，包括税务自动化、数据收集、税预提计算、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税务报告和分析以及按国家/地区报告 (CbCR)。

注：
此指南适用于实施和维护 Tax Reporting 应用程序的管理员。

Tax Reporting 为您构建 Tax Reporting 应用程序的新实施提供了一个起点。
Tax Reporting 计算公司的全球税预提、实际税率以及递延税额，以便进行税预提。该应用程序遵守根据 US GAAP 和 IFRS 计算所得税的标准。
Tax Reporting 可以使用与公司结算流程相同的平台，因此您可以利用相同元数据直接进行集成。作为一个解决方案，法人实体可以报告合并的税前收入来计算合并的所得税预提。当公司会计 终确定了期末结算并且在系统中输入了所有必需数额（例如永久性和暂时性差异、税率和外汇汇率）时，Tax Reporting 自动按法律实体和按管辖范围计算本期和递延所得税预提。
通过预提计算，Tax Reporting 生成日记帐分录和草稿所得税财务报表披露，并附有支持计划表。支持计划表将所得税脚注中必需披露的详细信息提供给财务报表，包括：
• 按境外和境内实体的税前收入
• 按本期和递延税费用的合并税预提
• 合并和法定实际税率调节
• 递延税项资产、负债以及计价备抵（根据需要）的构成

观看此介绍视频：  Tax Reporting Cloud 入门。
税预提流程

使用 Tax Reporting 流程，可以基于年初至今数字编制完全税预提。全局预提流程采用所需的报告标准（例如 US GAAP 或 IFRS）以及本地货币在法人实体级别开始。
以下流程图详细说明了 Tax Reporting 的税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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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该流程时，管理员先按法人实体将试算平衡表数据导入到 Tax Reporting 中。
加载数据后，管理员运行税务自动化流程以使用来自试算表的数据（例如税前净收入以及选定的永久性和暂时性差异）加载和填充预提调度。
税务自动化流程完成时，使用预构建数据表单或者通过从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提交来输入剩余数据。此数据包括：
• 税率
• 税前收入调整或重新归类的非自动化金额
• 永久性和暂时性差异的非自动化金额
• 任何其他预提项
•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金额
• 税帐户前滚中的手动活动（例如付款、退款、重新归类）
• 对自动化金额的任何调整以去除试算表内可能存在的差异（例如，膳食和招待中包括的差旅费用）
输入自动化和手动金额后，系统计算：
• 本期预提
• 递延预提
• 递延税项前滚
• 税帐户前滚

第 1 章税预提流程

1-2



• 报表货币和本地货币的实际税率调节
应用程序中可使用以下表单和报表：
• 本期预提
• 暂时性差异前滚
• 递延税项前滚
• 实际税率调节 - 合并
• 实际税率调节 - 法定
• 税帐户前滚
• 税日记帐分录（使用 Smart View 并基于税帐户前滚）
• 税脚注（使用 Smart View 并基于本期预提和递延税项前滚）

我首先要执行哪些任务？
在使用 Tax Reporting 执行任何任务之前，请通读本主题。
• 熟悉《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指南的内容。此外，您可能还对《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用户入门》指南感兴趣。
• 满足《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中的“使用 EPM云组件”中所述的浏览器要求和其他要求。

•  通过访问学习中心并观看相应视频来熟悉 Tax Reporting，例如以下视频：
– 介绍：Tax Reporting Cloud 入门
– 介绍：Tax Reporting Cloud 概览
– 在 Oracle Tax Reporting Cloud 中创建 Tax Reporting 应用程序
– 介绍：配置 Tax Reporting 应用程序
– 介绍：了解 Tax Reporting Cloud 中的安全性
– 介绍：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使用元数据
– 介绍：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加载数据
– 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配置实体和管辖范围
– 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配置永久性差异
– 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配置暂时性差异
– 介绍：Tax Reporting Cloud 中的补充数据
– 介绍：使用 Oracle EPM 云进行按国家/地区报告

面向管理员：
熟悉以下附加功能：
• 了解日常备份和维护时间操作。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中的“使用维护快照备份和还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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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Oracle Cloud 电子邮件配置发件人策略框架 (SPF) 记录。请参阅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中的“为 Oracle Cloud 电子邮件验证配置 SPF 记录”。

• 了解安全性以及创建用户并分配角色。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中的“保护 EPM 云”。

• 查看就绪信息：指向 Oracle Cloud 就绪站点上 Tax Reporting 的链接，您可以在此处查看有关每个版本新增内容的信息。
• 加入 Customer Connect：指向 Oracle Applications Customer Connect 站点的链接，您可以在此处参加讨论、提出问题以及共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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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应用程序
相关主题
• 了解应用程序
• 创建应用程序的先决条件
• 创建应用程序的工作流
• 创建应用程序
• 启用应用程序功能
• 配置管辖范围和实体
• 删除应用程序

了解应用程序
开始使用 Tax Reporting 时，将创建应用程序来管理数据、维和表单。每个环境仅能创建一个应用程序。
仅授权的服务管理员可以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管理员还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执行持续维护，例如创建、编辑或删除维和成员
• 导入和导出数据
创建应用程序时，需要配置设置来管理显示和流程。可以从您的 ERP 或财务系统导入元数据，或者从现有元数据存储库加载预先设置格式的元数据屏幕文件以填充应用程序中的维。
创建应用程序后，从主页中选择应用程序来查看和管理应用程序。
选择以下选项卡来查看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
• “应用程序概览”选项卡
• 应用程序多维数据集
• 应用程序维
• 应用程序活动报表和访问日志

“应用程序概览”选项卡
“应用程序概览”显示应用程序属性和统计信息，例如应用程序中的任务数、数据输入、规则和审批单元以及关联的多维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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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多维数据集
“多维数据集”选项卡显示与应用程序关联的多维数据集的名称和类型。默认情况下，多货币应用程序中存在三个多维数据集：
• 合并 -- 合并
• 汇率 -- 外汇汇率
• CbCR -- 按国家/地区报告
• 配置 - 配置

应用程序维
“维”选项卡显示此应用程序中包括的维和以下属性：
• 在多维数据集下拉列表下，选择要查看的多维数据集或者选择全部来查看所有多维数据集的维。
• 维类型和名称
• 顺序
• 密集维 - 只有“帐户”维设置为“密集”，且无法修改此设置。所有其他维都设置为“稀疏”。如有需要，可以按“更改数据源维的性能设置”中所述，修改“数据源”维的性能设置。
• 计算顺序
• “修改时间”显示上次修改该维的用户以及修改日期。

第 2 章了解应用程序

2-2



 

 

应用程序活动报表和访问日志
活动报表“活动报表”提供自上次自动维护期间以来应用程序上执行的任何操作的摘要和详细信息。
通过每天自动生成的活动报表，服务管理员可以了解应用程序使用情况。此报表还标识影响应用程序性能的计算脚本和用户请求，有助于您改善应用程序设计。此报表中的信息包括：
• 用户信息，如每天、每小时、过去 7 天以及过去 30 天登录到应用程序的用户数
• 超过 10 秒才完成的请求所占百分比
• 按持续时间对请求排名
• 超过 10 秒才完成的请求的排名
• 在报告的时段内更改应用程序设计的次数

注：
应用程序活动报表使用管理员的时区，该时区在“维护期间”屏幕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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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访问日志可以下载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从中了解关于访问业务流程的 IP 地址以及所执行活动的详细信息。每天都生成访问日志。通过访问日志，用户可以查看 Financial
Reporting 活动，其中包括日期和时间、用户访问的资源、用户活动持续时间、用户连接到业务流程所用的 IP 地址以及用户在业务流程中执行的操作。
要查看活动报表和下载访问日志，请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概览和活动报表选项卡。
活动报表和访问日志保留策略
Oracle 仅保留过去 60 天的活动报表和访问日志。
如果您需要将活动报表和访问日志用于审核，则使用 downloadfile EPM Automate 实用程序命令将其从发件箱下载到本地计算机。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EPM Automate》中的“命令参考”。
查看活动报表和下载访问日志要查看活动报表和下载访问日志：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概览和活动报表。
2. 执行以下操作：

• 要打开活动报表，请在活动报表下找到您要下载日志的那一天所对应的行，单击该行中的查看。
• 要下载访问日志，请在访问日志下找到您要下载日志的那一天所在的行，单击该行中的下载

自动下载活动报表活动报表是一个方便的工具，可用于审核应用程序使用情况并诊断在一天当中可能发生的服务问题。此外，此报表还可用于将使用情况和性能与过去报表中的这些内容进行比较。
Oracle 为您提供了一个脚本，您可以用其按预设的调度下载活动报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EPM
Automate》中的以下主题：
• 场景 11：自动将活动报表下载到本地计算机
• 自动执行脚本
• 安装 EPM Automate 实用程序
• 运行 EPM Automate 实用程序
查看活动报表和下载访问日志要查看活动报表和下载访问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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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概览和活动报表。
2. 执行以下操作：

• 要打开活动报表，请在活动报表下找到您要下载日志的那一天所对应的行，单击该行中的查看。
• 要下载访问日志，请在访问日志下找到您要下载日志的那一天所在的行，单击该行中的下载

使用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
借助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您可以将文件上传到服务器/收件箱，也可以将文件从服务器下载到本地计算机。此外，您还可以查看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中的文件，然后使用这些文件来调度导入和导出作业。您可以按名称进行筛选，刷新列表，并从服务器上传文件。
要查看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中的文件：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从操作中选择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
3. 可选：要筛选文件列表，请单击“筛选器”图标 ，输入一个名称，然后单击应用。
4. 可选：要刷新文件列表，请单击刷新。
要上传文件：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从操作中选择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
3. 在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上，单击上传。
4. 在上传文件框中，单击浏览以选择一个文件。
5. 可选：单击覆盖文件。
6. 单击上传文件。

创建应用程序的先决条件
要创建应用程序，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分析可用的历史数据之后，您便确定了一组需求并根据需求制定了应用程序设计。
• 已设置安全性组件。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中的“管理用户和角色”
• 至少为一个用户授予了应用程序实例的服务管理员角色。
相关主题：
有关“访问控制概述”、“管理组”和“将一个用户分配给许多组”的信息，请参阅《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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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程序的工作流
表 2-1    创建应用程序的工作流
任务 说明 请参阅
创建应用程序。 创建应用程序。 创建应用程序
配置应用程序设置 配置应用程序设置：

• 启用应用程序功能
• 数字格式设置
• 配置审批
• 设置通知
• 设置报表货币
• 设置日期和时间显示
• 设置别名
• 选择刷新数据库选项

请参阅“管理应用程序和系统设置”

导入元数据 导入元数据
运行税务自动化 了解税务自动化
导入数据 将维及其成员从加载文件加载到应用程序中。 导入数据
分配安全性 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中的“管理用户和角色”
结转 执行结转和复制配置

创建应用程序
使用 Tax Reporting 应用程序，可以在全国性和区域性级别计算和报告本期税额和递延税额。在单个环境中仅能创建一个应用程序。
开始之前，请考虑应用程序的范围；确定应包括的数据以及应如何组织这些数据。创建应用程序时，需要指定起始年份和结束年份。使用您在设置过程中所选选项的预构建内容创建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以下选项之一创建应用程序：
• 创建新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提供您将需要的表单和计算。创建应用程序过程中，将定义年数和主货币，并指示应用程序是否将使用多货币。然后手动或使用平面文件加载元数据和数据。请参阅“创建新应用程序”。
• 创建示例应用程序。示例应用程序提供预先加载的示例元数据、数据以及相关对象，使您可以立即尝试不同操作、执行计算或输入数据。利用此现成的环境，您可以探究 Tax Reporting 的功能和性能以熟悉表单和操作。这样在您准备就绪后，就可以使用示例作为参考来更轻松地对自己的应用程序建模。请参阅“创建示例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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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示例应用程序”选项仅适用于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Workspace。

创建新应用程序
创建新应用程序的过程中，需要定义应用程序的起始年份和结束年份，选择默认应用程序货币，然后选择您要启用的功能。
在创建应用程序的过程中，系统会自动应用以下强制性功能：
• 跟踪多源数据输入 - 补充数据和管理的数据
• 公司内 - 公司内数据和跟踪公司内抵消
• 报告标准 - 多 GAAP 报告
您可以选择启用下列附加功能：
• 选择 IFRS 可计算递延税额未确认 (DTNR)，并以 IFRS 格式报告合并的实际税率

(CETR)。
• 按国家/地区（按国家/地区报告数据输入表、摘要表和申报报表），对分析进行计算以评估转移定价策略产生的风险。
• 中期预提 - 启用中期预提，使用年化的预估实际税率 (AEETR) 和离散税额来计算每月或每季度的税预提。
• 加权平均 - 启用加权平均来为每个基本实体或父实体计算税前净收入的平均外币转换值。
• 所有权管理 - 能够为每个方案、年份和期间组合的每个“父实体/子实体”组合分配所有权百分比和合并方法。

注：
如果您在创建应用程序时未选择某个可选功能，但随后改变了想法，可以在创建应用程序后启用该功能。启用后，无法禁用该功能。请注意，只能在“启用功能”屏幕上启用动态计算管辖范围。请参阅“启用应用程序功能”。

观看此介绍视频，了解如何创建应用程序：  在 Oracle Tax Reporting Cloud 中创建 Tax
Reporting 应用程序。
要创建新应用程序：
1. 使用为实例提供的 URL，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Tax Reporting。
2. 在 Tax Reporting 屏幕中的创建新应用程序下，选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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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创建应用程序: 常规中，为新应用程序输入名称和说明，然后单击下一步。
 

 

4. 在创建应用程序: 详细信息中，执行以下任务：
a. 在期间和年份下，查看将包括在应用程序中的期间：

• 12 个月的期间 (P1-P12)

• 默认的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期间 (P13) -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 默认的审核期间 (P14)

无法修改这些值。
b. 在起始年份和结束年份下，选择所需范围。
c. 在货币下，为应用程序选择用于报表的主货币。
d. 默认情况下，多货币选项处于选中状态。如果不打算使用多种货币，则清除是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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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创建应用程序后，不能更改多货币。

e. 单击下一步。
 

 

5. 在创建应用程序: 功能上，对于要用于应用程序的每个可选功能都单击启用：
• 为应用程序选择 IFRS 报告标准。您可以选择下列一个或多个功能：

– 递延税额未确认 (DTNR)，基于税后基数输入未确认的递延税额，并将其指定为损益或非损益金额。
– 合并的实际税率调节，计算用于税总预提的全国性和区域性实际税率。如果选择合并的实际税率调节，将在应用程序中自动激活以下表单：

* 合并的实际税率 IFRS 税率 (按实体)

* 合并的实际税率 IFRS (按实体)，显示使用实体合并的实际税率 IFRS 税率计算的帐户
• 选择按国家/地区报告可启用按国家/地区报告 (CbCR)，对分析进行计算来评估转移定价策略产生的风险。
• 选择中期预提可启用中期预提，使用年化的预估实际税率 (AEETR) 和离散税额来计算每月或每季度的税预提。
• 选择加权平均可启用加权平均来为每个基本实体或父实体计算税前净收入的平均外币转换值。
• 选择所有权管理可为每个方案、年份和期间组合的每个“父实体/子实体”组合分配所有权百分比和合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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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选择了“所有权管理”，请确保数据源维设置为“稀疏”。要验证或修改应用程序的性能设置，请转至“更改数据源维的性能设置”。

 

 

6. 单击下一步。
7. 在创建应用程序: 审核中，审核应用程序结构和功能的所有条目。强制性功能显示在功能下方。IFRS、按国家/地区报告、中期预提、加权平均和所有权管理只有在选择了相应选项时才会显示。

 

 

8. 如果所有信息都正确，则单击创建。此时将启动应用程序创建过程。这将需要几分钟时间，因此在显示成功的“应用程序创建状态”消息之前，请勿关闭浏览器窗口。
基于创建过程中选择的选项，使用标准维和元数据创建应用程序。

9. 单击完成消息上的确定。从主页中，您可以开始构建自己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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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示例应用程序
Tax Reporting 允许创建示例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提供预先加载的元数据、数据以及相关对象。通过尝试和测试此现成的环境，您可以探究 Tax Reporting 的功能和性能，然后使用示例应用程序作为参考来更轻松地基于您的元数据和数据对自己的业务流程建模。

注：
“示例应用程序”选项仅适用于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Workspace。

在创建示例应用程序的过程中，系统会自动应用以下强制性功能：
• 跟踪多源数据输入 - 补充数据和管理的数据
• 公司内 - 公司内数据和跟踪公司内抵消
• 报告标准 - 多 GAAP 报告
• 应用程序的 IFRS 报告标准，包括以下功能：

– 递延税额未确认 (DTNR)

– 合并的实际税率调节
• CbC（按国家/地区报告）可提供完整的表 1、2 和 3，以便您进行分析计算来评估转移定价策略产生的风险。

注：
如果不希望将 IFRS 或按国家/地区用于您的应用程序，则必须在不启用这些功能的情况下创建一个新应用程序，如“创建新应用程序”中所述。如果要在应用程序中使用中期税预提，请参阅“启用应用程序功能”以启用该功能。

要创建示例应用程序：
1. 使用为实例提供的 URL，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Tax Reporting。
2. 在 Tax Reporting 屏幕中的创建示例应用程序下，选择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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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创建示例应用程序屏幕上，为以下每个角色选择用户：
• 超级用户 - 选择要分配为示例应用程序超级用户的用户。必须为选定的超级用户明确分配“超级用户”角色。此角色可以授予读取和写入权限，可以为实体运行税务自动化以及将数据导入实体。
• 服务管理员 - 选择要分配为示例应用程序系统管理员的用户。此角色可以授予读取和写入权限，可以更新业务流程数据，包括所有实体的元数据。

注：
不要对“超级用户”和“服务管理员”角色使用同一用户，即便同时为该用户分配了“服务管理员”和“超级用户”角色也如此。每个角色必须分配给不同的用户。

 

 

4. 单击确定启动应用程序创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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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这将需要几分钟，所以不要关闭浏览器窗口，直到显示完成消息。

5. 单击完成消息上的确定。从主页中，可以开始探究和使用示例应用程序来创建自己的应用程序。
启用应用程序功能

您可以在创建应用程序后启用报告和其他可选功能；但启用后，无法禁用这些功能。要删除功能，必须创建新应用程序。
要在应用程序中启用功能：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
2. 在配置屏幕上，单击启用功能。
3. 选择要为应用程序启用的一个或多个功能：

• 应用程序的 IFRS 报告标准。您可以选择下列一个或多个功能：
– 递延税额未确认 (DTNR)，基于税后基数输入未确认的递延税额，并将其指定为损益或非损益金额。
– 合并的实际税率调节，计算用于税总预提的全国性和区域性实际税率。如果选择合并的实际税率调节，将在应用程序中自动激活以下表单：

* 合并的实际税率 IFRS 税率 (按实体)

* 合并的实际税率 IFRS (按实体)，显示使用实体合并的实际税率 IFRS 税率计算的帐户
• 按国家/地区报告 (CbCR)，对分析进行计算来评估转移定价策略产生的风险。
• 中期税预提 (18.08 之前创建的应用程序)- 此选项不再可供选择。如果启用了版本

18.08 之前的中期税预提，则可以继续使用此选项手动输入数据，并使用年化的预估实际税率和离散税额来计算每月或每季度的税预提。历史数据存储在“预测”或为中期税预提指定的其他方案中。

注：
除了中期税预提 (18.08 之前创建的应用程序) 外，某功能在启用后就无法禁用。如果要删除某功能，则必须创建新的应用程序。如果启用了中期税预提 (18.08 之前创建的应用程序)，但是不再希望使用该版本，则可以选择在中期税预提下列出的一个或两个选项而不创建新的应用程序。在 18.08 之前创建的应用程序所存留的任何历史数据将根据“预测”或用于中期预提的其他方案进行存储。

• 中期税预提，使用年化的预估实际税率 (AEETR) 和离散税额来计算每月或每季度的税预提。数据自动存储在用于预测的 TRCS_Interim Forecast 方案成员中。您可以选择下列一个或多个功能：
– 合计 - 年化的预估实际税率，从预测方案的“合并的实际税率”中获取“总税额 - 年化的预估实际税率”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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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细 - 年化预估实际税率 (本期和递延)，显示本期税额和递延税额相加得到的总税额。
• 加权平均 - 启用加权平均来为每个基本实体计算税前净收入的平均外币转换值。
• 动态计算管辖范围，启用此功能会将管辖范围维的现成父代成员（例如

TRCS_AllNational、TRCS_AllRegion）的数据存储类型更新为动态计算。

注意：
启用此功能可能会提高合并性能；但是，也有可能会对合并性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涉及到大量自定义成员公式的情况下。建议先在测试环境中评估对性能的影响，然后再在生产环境中启用此功能。

• 所有权管理 - 能够为每个方案、年份和期间组合的每个“父实体/子实体”组合分配所有权百分比和合并方法。另请参阅“在应用程序中启用所有权管理”

注：
如果启用了“所有权管理”，请确保数据源维设置为“稀疏”。要验证或修改应用程序的性能设置，请转至“更改数据源维的性能设置”。

• 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将启用自动化功能，允许用户映射本年损益 (CY P&L) 费用自动化、权益/其他综合收益自动化和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损益) 自动化并且允许用户输入调整值。此功能还提供了“本期应纳税额 - 已自动化”和“本期应纳税额详细信息”表单。详细信息表单可帮助用户跟踪付款、退款和转账。请参阅《使用 Tax Reporting》中的“管理“本期应纳税额 - 已自动化”和“本期应纳税额 -详细信息”表单”和“管理“本期应纳税额 - 区域性 - 已自动化”和“本期应纳税额 - 区域性详细信息”表单”。

注：
启用“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功能时，将创建一个新的“配置”多维数据集。与“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相关的所有映射都保存在“配置”多维数据集中。请参阅“为“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创建映射”。

• 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允许您配置规则，以定义系统应如何自动递延、利用或终止税损失，并记录相应的抵销金额。请参阅“使用运营净亏损 (NOL)/抵免”
•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附带有新的元数据，可自动从标记为权益冲销目标帐户的所有永久和临时帐户拉取数据。如果应用程序中启用了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此功能可帮助您避免在本期预提表单中进行任何手动调整。请参阅“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 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年份：允许您按到期年份轻松地对不同的期末结转数据进行分组。您现在可以从“税损失/税抵免”表单按到期年份查看税损失/税抵免计划的期末结转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年份”

4. 单击启用以启用选定功能。
5. 当系统显示消息说明功能已启用时，单击确定。
6. 注销后重新登录以查看启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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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管辖范围和实体
管辖范围在全国性或区域性级别对所得税预提进行分类。必须为应用程序创建管辖范围，然后创建关联货币和实体。可以在系统设置、实现过程中或者随着您的业务扩展执行此任务。
管辖范围维定义每个法人实体的主要营业地点。此维用于定义适用于税预提的国家和区域。
可以创建以下级别的管辖范围：
• 全国性管辖范围表示联邦或国家级别税。
• 区域性管辖范围可以表示州、省、地区或其他分部。为了实现可扣减性，区域性税额可以设置为自动流入全国性计算。区域性税预提可以单独或汇总、按法人实体进行计算。
对于与区域关联的每个全国性管辖范围，必须在 TRCS_AllRegions 下创建相应的
<jurisdiction_name>_Regions 父代成员。

注：
如果国家及其区域没有单独的税，则不需要为每个国家设置单独区域。

请参阅以下各部分来使用维编辑器为应用程序配置所需的管辖范围、实体和货币：
• 创建全国性管辖范围
• 创建区域性管辖范围
• 创建实体
• 添加货币
• 在配置管辖范围和实体后刷新数据库
表 2-2    视频
目标 观看此视频
配置实体和管辖范围

 在 Tax Reporting 中配置实体和管辖范围
表 2-3    教程
目标 学习要点
了解如何在 EPM Cloud Tax Reporting 中配置实体和管辖范围  配置实体和管辖范围

创建全国性管辖范围
全国性管辖范围在联邦或国家级别对所得税预提进行分类。
有关管辖范围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辖范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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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管辖范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导航器  和维。
2. 从维下拉列表中，选择管辖范围。
3. 展开 TRCS_TotalJurisdiction，然后选择并展开 TRCS_AllNational。
4. 单击添加子代 ，并为全国性管辖范围输入以下信息：

a. 在名称下面，输入管辖范围的双字符名称（如 "CA" 或 "US"）。对于管辖范围名称，建议使用双字符 ISO 代码（如 ISO-3166 Alpha 2 国家/地区代码）。

注意：
如果对管辖范围名称使用两个以上的字符（如 "CAN" 或 "USA"），那么，在实体属性中创建归属地时，该名称将不起作用。

b. 输入要为管辖范围显示的别名。
c. 将数据存储设置为存储或从不共享。

注：
因为这是稀疏维，所以不要将“数据存储”字段设置为动态计算。

d. 将规划类型设置为合并，然后选择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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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单击保存。
继续创建区域性管辖范围，如“创建区域性管辖范围”中所述。

创建区域性管辖范围
区域性管辖范围在联邦或国家级别对所得税预提进行分类。
区域性管辖范围可以表示州、省、地区或其他分部。为了实现可扣减性，区域性税额可以设置为自动流入全国性计算。区域性税预提可以单独或汇总、按法人实体进行计算。
有关管辖范围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辖范围维”。
要创建区域性管辖范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导航器  和维。
2. 从维下拉列表中，选择管辖范围。
3. 展开 TRCS_TotalJurisdiction，然后选择并展开 TRCS_AllRegional。

注：
对于具有区域的每个全国性管辖范围，必须在 TRCS_AllRegions 下创建相应的
<jurisdiction_name>_Regions 父代成员。
使用以下命名约定：
• 区域的父代成员应以两个字母的归属地代码开头并以 "_Regions" 结尾。例如，假定 US 是归属地（全国性管辖范围），则父代成员将为

US_Regions。
• 在父代成员下，每个成员应以两个字母的归属地代码开头，后跟下划线

("_")，并以州/省/市/自治区名称结尾。例如：US_AL

管辖范围维层次的示例如下所示：

4. 单击添加子代 ，并为所需的每个区域性管辖范围输入以下信息：
a. 输入管辖范围的名称和可选说明。例如，CA_ON 表示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b. 输入要为管辖范围显示的别名，例如 Ontario。
c. 将数据存储设置为存储或从不共享。

注：
因为这是稀疏维，所以不要将“数据存储”字段设置为动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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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将规划类型设置为合并，然后选择加法。
e. 单击保存

 

 

5. 单击保存。
6. 继续创建关联实体，如“创建实体”中所述。

创建实体
随应用程序提供的元数据文件包括示例实体结构。维是分层次的并基于组织的法人实体结构。您必须修改实体层次结构来反映您的应用程序的正确实体成员。
要创建实体：
1. 从主页中，选择导航器 ，然后在创建和管理下选择维。
2. 从维下拉列表中，选择实体，然后展开 FCCS_TotalGeography，再展开到所需实体（例如 EasternUSA）。

注：
可以添加备用层次，例如法人实体结构，并可以在层次间共享基本实体。请参阅“创建备用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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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添加子代 ，并完成以下步骤：
a. 在名称中，输入新实体的名称。
b. 输入要为实体显示的别名。
c. 在基本货币下，选择实体的货币。
d. 将数据存储设置为存储或“从不共享”。

注：
因为这是稀疏维，所以不要将数据存储字段设置为动态计算。

e. 在规划类型下，将所有多维数据集（合并、汇率和按国家/地区报告）的聚合类型设置为忽略。由于实体维作为合并流程的一部分聚合，因此对于本地 Essbase 计算它必须设置为忽略。如果选择了其他选项，则刷新数据库时它将默认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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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属性值选项卡中，完成以下步骤来为实体的全国性管辖范围中可扣减的实体分配区域性税：
i. 可选：仅限于基本实体，如果此实体的区域性税在实体全国性管辖范围中是可扣减的，则添加区域性扣减属性值。
ii. 可选：如果实体将参与公司内事务，则添加公司内属性。
iii. 添加归属地属性来分配全国性管辖范围，然后突出显示归属地。此属性仅分配给基本实体，并且仅允许一个归属地。

g. 单击保存
创建所有实体后，如“添加货币”中所述添加货币。

添加货币
Tax Reporting 元数据文件使用三个字符的 ISO 货币代码定义世界上大多数货币。Tax
Reporting 默认转换基于实体的默认货币进行处理。
应该先修改完实体及其必需货币，然后再 终确定货币。默认情况下，货币按其创建顺序进行显示。如果您删除任何货币，则必须检查所有实体以确保删除的货币未用作默认货币。

注：
Oracle 建议在 终元数据文件的货币维中仅保留当前所需的货币以及在可预见未来将需要的货币。保留不需要的货币代码可能导致性能下降。请注意，货币维仅用于实体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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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货币维的信息，请参阅“货币维”。
要添加货币：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导航器  和维。
2. 从维中选择货币，然后展开输入货币。
3. 单击添加货币 。
4. 在创建货币下，执行以下步骤：

a. 在选择标准货币下，选择要用于管辖范围的 ISO 货币代码。例如，CAD 表示加拿大元，USD 表示美元。
b. 可选：在报表货币下，选中复选框以添加报表货币成员下的货币。
c. 将数据存储设置为存储。

 

 

5. 单击保存。
6. 按“在配置管辖范围和实体后刷新数据库”中所述刷新数据库来捕获所有更新。

在配置管辖范围和实体后刷新数据库
完成配置后，必须刷新数据库来合并所有更新并将实体和管辖范围添加到您的有效交叉点。
仅能为全国性和区域性归属地管辖范围成员输入实体数据。
要刷新数据库：
1. 从“主页”屏幕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概览。
2. 在应用程序屏幕上，依次单击操作和刷新数据库
3. 在刷新数据库屏幕上，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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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刷新数据库。
 

 

5. 备份大纲文件并导出所有数据库中的数据，然后再继续以确保不丢失任何数据。

注意：
刷新将基于 Planning 中此应用程序的当前元数据定义重新创建此应用程序中使用的所有 Essbase 多维数据集的大纲。备份大纲文件并导出所有数据库中的数据，然后再继续下一步中的刷新操作。

6. 单击刷新。
7. 从“主页”屏幕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有效交叉点和管辖范围和实体组合。

 

 

8. 双击管辖范围和实体组合以查看有效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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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应用程序
删除某个应用程序将删除该应用程序及其所有内容。也会删除该应用程序的所有调度作业。此操作无法撤销。

注意：
Oracle 建议您在删除应用程序前先备份应用程序。

要删除应用程序：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从操作中选择删除应用程序。
3. 单击警告消息上的是以删除应用程序。

第 2 章删除应用程序

2-23



3管理安全性
相关主题
• 安全性概述
• 管理对象和数据访问权限
• 定义单元格级别安全

注：
用户运行以下操作时，单元格级别安全不适用于 Tax Reporting：
– 结转
– 复制/清除数据
– 复制配置
– 任何业务规则 - 如合并或转换

安全性概述
Tax Reporting 实施多个安全层来确保安全性。由 Oracle 实施和管理的基础结构安全组件为业务流程创建了高度安全的环境。此业务流程凭借由密码保护的单点登录以及基于角色访问数据和对象来确保安全性。
设置安全性需要以下任务：
表 3-1    安全性元素
名称 执行者和描述 链接
创建用户并为其分配应用程序访问权限 身份域管理员创建用户并为其分配对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 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中的“创建用户”

为用户预定义角色分配应用程序访问权限 身份域管理员为以下用户角色分配应用程序访问权限：服务管理员、超级用户、用户、查看者。
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中的“了解预定义角色”和 "Tax Reporting"

创建和管理组 管理员可以使用访问控制下的管理组来定义组和填充用户。 对应创建和管理组，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中的“管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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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续） 安全性元素
名称 执行者和描述 链接
为用户分配对象访问权限 为用户分配对应用程序中对象的访问权限。这些对象包括表单、任务列表和报表。此访问权限由对象的创建者或服务管理员授予用户。

请参阅“为用户分配对象访问权限”。

为用户分配数据访问权限 管理员通过分配维成员访问权限来分配数据访问权限。为用户分配对维成员的“修改”、“查看”或“无”访问权限。
请参阅“为用户分配数据访问权限”

观看以下视频，简要了解安全性：  了解 Tax Reporting Cloud 中的安全性
管理对象和数据访问权限

作为服务管理员，您可以为以下应用程序元素配置安全访问权限：
• 表单
• 任务列表
•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
• 维
• 集成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 迁移
– 数据管理
– Oracle Hyperion Financial Close Management

分配有系统管理员或超级用户角色的用户可以访问数据管理，即使没有明确为其分配以下权限也是如此：
• 运行集成
• 穿透钻取
• 创建集成
对于分配有查看者或用户角色的用户，如果明确为其分配了以下权限，则他们可以访问数据管理中的“工作流”和“设置”选项卡：
• 运行集成
• 穿透钻取
• 创建集成
下表显示了各个角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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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按角色列出的功能
功能 查看者 用户 超级用户 服务管理员
通过表单查看数据 是 是 是 是
通过数据分析工具（FR、表单、Smart
View 和即席网格）查看数据

是 是 是 是

通过表单输入数据 是 是 是
通过 FDMEE 加载数据 是 是
提交数据供审批 是 是 是
穿透钻取到源系统 是 是 是 是
合并数据 是 是 是
创建和维护表单 是 是
创建 Smart View 工作表 是 是 是
创建并启动流程控制单元的审批流程 是 是 是
对流程控制审批单元执行操作 是 是 是
对应用程序执行所有功能活动（创建和分配用户角色除外）

是

维管理 是
成员公式管理 是
为用户分配对象访问权限

作为管理员，您可以分配对象（包括表单、任务列表和 Financial Reporting 报表）的安全访问权限。您可以分配以下访问权限：
• 修改
• 读取
• 无
例如，要查看表单，只需要读取访问权限。修改权限给予用户修改表单的权限（仅限超级用户或管理员）。
对于任何对象，默认安全访问权限都是无。

为用户分配数据访问权限
可以为维成员分配安全访问权限（“无”、“读取”和“写入”）。作为管理员，您可以定义哪些维具有安全访问权限。
默认情况下，仅为 Tax Reporting 中的查看维启用安全访问权限。

第 3 章管理对象和数据访问权限

3-3



注：
请勿对视图维禁用安全访问权限。分配给视图维成员的安全访问权限可确保具有查看者角色的用户对所有数据具有读取访问权限，具有其他角色的用户现成具有写入访问权限。

您可以在父代级别为所有后代分配安全访问权限，而无需单独分配对每个维成员的安全访问权限。请注意，您可以对任何维禁用安全访问权限，但是必须至少有一个维具有安全访问权限。
数据级的安全访问权限由每个维的安全访问权限的交集决定。系统使用限制 严的安全访问权限。
表 3-3    所有成员的查看维访问权限
组访问 访问权限 关系
超级用户 写入 成员
用户 写入 成员
查看者 读取 成员
提示
数据源成员 FCCS_Supplemental Data 和 FCCS_Managed Data 分别保留给通过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或数据管理提交的数据。您可以配置数据访问安全性来限制非管理员用户以交互方式修改与这些成员关联的数据。例如，可以为所有非管理员用户分配对 FCCS_Supplemental Data 和 FCCS_Managed Data 成员的读取访问权限。

为维启用或禁用安全访问权限
您可以为维（包括用户定义的自定义维）启用安全访问权限。如果不对维启用安全访问权限，则所有用户均可访问该维的成员。
默认情况下，为视图维启用安全访问权限。（可选）可以为任何其他维（例如实体维）启用安全访问权限。

注：
请勿对视图维禁用安全访问权限。分配给视图维成员的安全访问权限可确保具有查看者角色的用户对所有数据具有读取访问权限，具有其他角色的用户现成具有写入访问权限。

您可以为用户和组分配对维成员的安全访问权限。您可以在成员级别或父代级别分配安全访问权限。
要为维启用或禁用安全访问权限：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从维中，选择一个维，然后单击编辑。
3. 从编辑维属性页面上，选择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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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启用安全访问权限，请单击应用安全设置。

注：
如果您不选择该选项，则维没有安全访问权限，任何用户访问它的成员时均不受限制。

• 要禁用安全访问权限，请清除应用安全设置。
4. 单击保存。

分配对维成员的安全访问权限
必须先在维的属性选项卡上选中应用安全设置复选框，然后才能分配对用户定义的自定义维成员的访问权限。
您可以在成员级别或父代级别分配对维成员的安全访问权限。
要分配对维成员的安全访问权限：
1. 单击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维。
3. 选择一个成员。
4. 单击分配访问权限。
5. 单击添加访问权限。
6. 选择要访问选定成员的用户和组。

单击用户显示所有用户；单击组显示所有组。
7. 从访问权限类型中，选择一个选项：

• 读取
• 写入
• 无

8. 可选：选择一个成员级别：
例如，选择子代，将访问权限分配给被选定成员的子代。
• 成员
• 子代
• 子代 (已包括)

• 后代
• 后代 (已包括)

9. 单击添加。
10. 单击关闭。
要修改访问权限：
1. 单击编辑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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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选定的成员，为显示的用户或组选择访问权限类型。
3. 可选：选择一个成员级别：

例如，选择子代，将访问权限分配给被选定成员的子代。
• 成员
• 子代
• 子代 (已包括)

• 后代
• 后代 (已包括)

4. 单击设置。
5. 单击关闭。
要删除访问权限：
1. 选择要为其删除对选定成员的访问权限的用户和组。
2. 依次单击删除访问权限和确定。
3. 单击关闭。

定义单元格级别安全
定义安全规则，用于限制用户和组查看表单中某些单元格交叉点的数据。
另请参阅：
• 了解单元格级别安全
• 创建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 查看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 筛选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 导入和导出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 测试单元格级别安全
• 对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列表重新排序

了解单元格级别安全
关于单元格级别安全
应用单元格级别安全的服务管理员可以拒绝用户访问因常规安全性而通常有权访问的单元格。因此，单元格级别安全被定义为现有成员安全的例外。例如，部门经理需要访问所在部门的所有帐户，但只能访问所有其他部门中的某个帐户。采用常规的元数据安全设置时，经理可以访问所有部门的所有帐户，但使用单元格级别安全设置时，服务管理员能够控制所有帐户与经理所在部门之间的交集，并且只能控制所有其他部门的特定帐户。
单元格级别安全使用与有效交叉点规则相似的规则来拒绝在显示单元格的任何位置（例如，表单、运行时提示、Smart View、报表、仪表板、Infolet 等等）查看某些单元格交叉点的用户的读取或写入权限。应用单元格级别安全规则时，具有读取访问权限的用户可以看到单元格中的数据值，但不可以编辑单元格。如果用户对单元格的读取权限被拒绝，则单元格中显示的值为 #no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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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服务管理员，则可以定义单元格级别安全规则并将其分配给任何用户或组。单元格级别安全不会影响您。
锚点和非锚点维
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使用锚点维和非锚点维：
• 对于在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中使用的多维数据集，锚点维始终是必需维。
• 非锚点维是必需维或不是必需维：

– 如果需要非锚点维，则不使用该维的所有多维数据集都会忽略将该维标记为必需维的任何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 如果不需要非锚点维，则不使用该维的所有多维数据集仍会评估将该维作为非必需维包含在内的任何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还会评估多维数据集中正在使用的定义中的所有其他维的定义。
– 默认情况下，非锚点维不是必需维。要使非锚点维成为必需维，请依次单击非锚点维

旁边的  和必需。
• 默认情况下，安全定义中包含未在规则中指定的锚点维成员，但您可以通过依次单击锚点

维旁边的  和仅应用于所选成员来清除此选项。
创建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要创建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1.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单元格级别安全。
2. 创建定义：

a. 单击创建。
b. 输入定义的名称和说明。
c. 默认情况下，已启用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要禁用此定义，请清除已启用复选框。此外，您也可以直接在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页面上启用或禁用定义。
d. 要定义特定于多维数据集的安全性，请单击多维数据集，然后从多维数据集列表中进行选择或者选择全部。
e. 锚点维是必需维。要选择锚点维，请单击选择锚定维。有关锚点维和非锚点维的信息，请参阅“了解单元格级别安全”
f. 可选：默认情况下，未在规则中指定的锚点维成员将包含在安全定义中。要清除此选

项，请依次单击锚点维旁边的  和仅应用于所选成员。
g. 要选择其他维（称为非锚点维），请单击添加维。
h. 可选：默认情况下，非锚点维不是必需维。要使非锚点维成为必需维，请依次单击非

锚点维旁边的  和必需。
3. 定义单元格级别安全规则：

a. 单击添加规则。
b. 在用户和组列中，单击  以查找要包含在单元格级别安全规则中的用户和组。
c. 对于限制，选择拒绝读取权限（默认）或拒绝写入权限。拒绝读取权限是默认选项，因为它的限制性 强。如果用户对单元格的读取权限被拒绝，则单元格中显示的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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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ccess。具有拒绝写入权限的用户可以查看单元格中的数据值，但是不能编辑单元格。
d. 单击新规则中维旁边的 ：

• 单击编辑可打开选择成员页面，然后选择要包含在单元格级别安全规则中的成员、替代变量和属性。
• 单击添加排除以在规则中定义排除。可以排除此维包括的部分成员。
• 单击清除以清除选择。
要删除规则，请单击 。

4. 单击保存。
新的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将添加到列表末尾。系统将按照这些定义在列表中出现的顺序对其进行评估。要对定义列表重新排序，请参阅“对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列表重新排序”。
创建定义后，您可以在表单中对其进行测试，以从用户的角度查看该表单的外观。请参阅“测试单元格级别安全”。

查看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要查看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1.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单元格级别安全。
2. 要在整个列表中搜索某些定义，请在搜索框中输入搜索条件，然后单击  以仅显示符合搜索条件的定义。
3. 要筛选列表，使其仅显示符合筛选条件的定义，请指定以下筛选选项：

• ：单击此项可显示筛选器页面，您可以从此页面上强大的筛选器选项列表中进行选择。有关筛选选项及其说明的完整列表，请参阅“筛选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 ：单击此项可清除有效分配、已启用和限制的所有筛选器。
• 有效分配：筛选列表以仅显示影响某些用户或组的定义。
• 已启用：筛选列表以仅显示已启用（是）、未启用（否）的定义，或选择全部。
• 限制：筛选列表以仅显示分配了拒绝读取权限或拒绝写入权限限制的定义，或选择全部。

4. 此外，也可以在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页面上执行这些任务：
• 操作菜单：要导入和导出定义，请参阅“导入和导出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 测试：请参阅“测试单元格级别安全”。
• 创建：请参阅“创建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 刷新：单击此项可刷新定义列表。

5. 对于定义页面上的每个列表，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已启用列：指示是否启用了定义。单击定义旁边的复选标记可禁用或启用定义。绿色复选标记表示定义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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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列：单击  可编辑、复制或删除定义，或者按列表顺序上下移动定义。
筛选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可以按某些条件（如按多维数据集、按限制或按日期）筛选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的列表。筛选时，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页面上仅显示符合筛选条件的定义。
要筛选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1.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单元格级别安全。
2. 单击  指定筛选条件：

• 多维数据集：仅查看一个或多个选定多维数据集中的定义，或者选择全部。
• 已启用：仅查看已启用（是）、未启用（否）的定义，或选择全部。
• 限制：仅查看分配了拒绝读取权限或拒绝写入权限限制的定义，或选择全部。
• 修改时间：仅查看在特定日期和时间之前或之后修改的定义，或仅查看在某个日期或

时间范围内修改的定义。选择之后、之前或介于，然后单击  可指定日期和时间条件。
• 修改者：仅查看所选用户修改的定义。
• 有效分配：仅查看影响所选用户或组的定义。

3. 单击更多可进一步细化筛选条件：
• 维
• 锚点维
• 锚点维: 仅应用于所选成员：选择是、否或全部。
• 需要其他维：选择是、否或全部。

4. 单击应用。
导入和导出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关于导入和导出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可以将筛选后的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列表从列表页面导出到本地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也可以将其导出到服务器。如果在列表页面上未定义筛选器，将导出所有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使用“导入”操作可以将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从本地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导入到应用程序中，或者从服务器中将其导入。执行导入时，系统会测试导入文件中是否有任何可能破坏定义的内容。例如，如果缺少多维数据集、锚点维不存在，或者未找到子规则，则将错误记录在错误文件中。仅当导入没有错误时，导入作业才会成功完成。
根据您选择的导出或导入位置，应用程序定义会以 Excel 文件格式 (XLSX) 或 zip 文件格式导出或导入。
单元格级别安全导入文件
Excel 导入文件必须有两个工作表，第一个和第二个工作表的名称如下：
1. Rules
2. Sub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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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工作表具有以下列标题：
• 名称
• 位置
• 说明
• 已启用
• 有效的多维数据集 - 此列可以包含 All（全部）多维数据集名称，也可以包含以逗号分隔的多维数据集名称列表，如 Plan1, Plan2
• 锚点维名称
• 应用于未选定成员的锚点维
• Dim1

• Dim1 必需
• Dim2

• Dim2 必需
• Dim X

• Dim X 必需
Sub Rules 工作表必须具有以下列标题：
• 名称 - 此列必须包含第一个工作表中规则的名称
• 用户
• 用户组
• 限制 - 此列可包含 Deny Read（拒绝读取）或 Deny Write（拒绝写入）
• 锚点成员
• 锚点排除
• Dim1 成员
• Dim1 排除
• Dim2 成员
• Dim2 排除
• Dim X 成员
• Dim X 排除
导入和导出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要导出和导入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1.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单元格级别安全。
2. 根据需要对列表应用筛选器。请参阅“筛选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
3. 要进行导出，请依次单击操作和导出，然后选择导出文件的目标位置：

• 本地：将导出文件保存到本地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如果选择此选项，请单击导出，然后指定用于保存 XLSX 导出文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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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件箱：运行以 zip 格式将导出文件保存到服务器的作业，然后可以立即下载该文件，也可以在以后使用它调度导出作业。如果选择此选项，请单击保存并运行作业。
要从发件箱下载导出文件：
a.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作业。
b. 在 近的活动下，单击导出 CLS 作业。
c. 在工作详细信息页面上，单击  以选择单元格级别安全导出文件的下载位置。

4. 如果在 Excel 中编辑导出文件，请注意 Excel 文件有两个工作表：Rules 和 Sub Rules。
5. 要进行导入，请依次单击操作和导入，然后选择导入源文件的位置：

• 本地：从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加载导入文件。对于源文件，单击浏览以选择计算机上的导入文件，然后单击导入。
• 收件箱：运行从服务器加载导入文件的作业。该导入文件必须是 zip 文件格式。在源文件中输入文件的名称，然后单击保存并运行作业，然后在另存为作业对话框中指定名称和错误文件。错误文件提供有关未导入的定义的信息。您可以从收件箱/发件箱资源管理器下载业务流程的错误文件。

测试单元格级别安全
定义单元格级别安全并启用之后，您可以对其进行测试，以查看受影响的用户在查看表单时所看到的内容。通过测试可确保用户仅看到他们被允许看到的单元格值，没有人会看到他们不应看到的内容。要测试定义，必须启用它。
要测试单元格级别安全：
1.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单元格级别安全。
2. 启用要测试的定义。
3. 单击测试，然后选择要测试的表单。
4. 在选择或输入用户名文本框中，指定用户名或单击  选择用户，然后单击“确定”。

Note:

一次只能编辑一名用户。
该表单将用户对每个单元格的访问权限显示为“读取”、“写入”或“无”。

对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列表重新排序
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按照它们在定义列表中出现的顺序进行评估。例如，应用程序会评估列表中的第一个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然后评估第二个定义，依此类推。
要更改列表中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的位置：
1.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单元格级别安全。
2. 在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的右侧，单击 。
3. 选择上移或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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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您还可以拖动单元格级别安全定义，将其在列表中上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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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应用程序和系统设置
相关主题
• 指定应用程序设置
• 管理应用程序所有权
• 在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部署中上传字体
• 自定义应用程序外观
• 设置通知电子邮件
• 使用变量
• 发布公告
• 指定对象标签

指定应用程序设置
可以使用“应用程序设置”页为业务流程设置首选项。
要设置业务流程的设置：
1. 从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设置。
2. 为以下应用程序设置指定默认值：

表 4-1    应用程序设置
应用程序设置 说明
别名设置 选择别名表。在将成员标签显示为下选择相应选项，以使特定类型的成员数据显示在整个应用程序中的成员选择器上，然后输入要显示的标签：• 默认 - 数据由表单、网格或维设置确定

• 成员名称 - 仅成员名称
• 别名 - 仅成员别名（如果已定义）
• 成员名称: 别名 - 名称后面跟有别名（如果定义了别名）
• 别名: 成员名称 - 别名（如果定义了别名）后面跟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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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续） 应用程序设置
应用程序设置 说明
数字格式设置 为以下项设置格式设置选项：• 千位分隔符（无、逗号、点或空格）

• 小数分隔符（点或逗号）
• 负数的显示（数字之前或之后带有负号，或者将数字括在圆括号中）
• 负数的显示颜色（黑色或红色）您可以在“应用程序设置”中更改数字格式设置。您的选择将应用于当前应用程序中您有权访问的所有表单中的所有货币。这些选择将覆盖由服务管理员设置的单个货币的设置。

审批 选择是否显示别名、显示未启动的审批单元以及在审批通知中将审批单元显示为别名。
通知 为任务列表、审批和作业控制台启用通知。
数字助手设置 为 Oracle EPM Digital Assistant 指定配置设置。注意：这些设置是较大配置过程的一部分，用于允许您使用数字助手。您必须完成配置步骤才能使用数字助手。请参阅 《Oracle Clou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数字助手入门》 中的“实施 EPM 数字助手（管理员）”。
• 渠道 ID - 输入在为数字助手创建 Oracle

Web 渠道时生成的渠道 ID。
• 服务名称 - 输入数字助手 URL，当您登录

Oracle Digital Assistant Service 时，会看到此 URL。输入前面不带 http:// 或 https://的 URL。
另请参阅 《Oracle Clou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数字助手入门》 中的“EPM 数字助手使用入门”。

页 设置页面上缩进成员的默认值以及页面下拉列表中的项数。

注：
页面下拉列表中的项数选项可用于缩短成员列表，以便您可以更轻松地看到搜索框。例如，如果将列表缩短到
10 个成员，则无需滚动即可看到搜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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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续） 应用程序设置
应用程序设置 说明
其他选项 • 日期格式 - 选择一种日期格式，或选择自动检测以使用系统的区域设置。

• 属性维日期格式 - 选择属性维的日期格式。
• 部分网格提取大小 - 如果打开大表单需要很长时间，则选择此选项可以仅打开表单的一部分。输入要打开的行数和列数，用逗号 (,)分隔。
• 在 Smart View 中隐藏应用程序管理选项 -创建新的应用程序时，Smart View 中默认向管理员显示所有应用程序管理选项。可以选择要隐藏还是显示应用程序管理选项。如果选择是，则 Smart View 中不会显示应用程序选项。如果选择否，则 Smart View 中会显示应用程序选项。
• 为即席只读角色启用数据加载 - 默认值为否。选择是可以为具有即席只读角色的用户启用数据加载。
• 启用合并规则日志记录 - 选择此选项可以对合并规则启用日志记录。
• 设置规则在后台运行前的秒数 - 输入介于 0和 600 之间的值。
• 客户端日志级别 - 设置日志所需的详细级别。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无、信息、警告、错误或常规。默认值为信息。
• 在段下拉列表中筛选掉排除的成员 - 默认值为是。选择否将在表单中的行下拉 POV 中显示排除的成员。

3. 为以下系统设置指定选项：
表 4-2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 说明
显示用户的全名 如果选择，系统将显示用户的全名（例如

Victoria Hennings）。如果不选中，系统会显示用户的 ID（例如，VHennings）。
在多维数据集刷新中包括共享成员 选中后，共享成员将继承分配给基本成员的安全访问权限。清除时，共享成员将根据分配给基本成员和共享成员的父代的访问权限组合继承 高的安全访问权限。
在“数据库刷新”中显示“自动更正错误”选项 如果刷新数据库时选中了该复选框，则运行自动更正过程需要额外时间。
电子邮件字符集 例如，UTF-8 或区域设置。
业务规则通知 如果设置为是，则在规则完成或出错时通知用户或组（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启用通知）。在通知这些用户中，选择要通知的用户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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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续）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 说明
允许在即席表单中对共享成员进行向下钻取 • 是可对即席网格中的共享成员启用钻取功能。

设置为是时，将显示钻取到基本层次中的所有级别复选框。
请注意，此选项设置为是时，不支持隐藏块。要禁用隐藏块：
–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依次选择选项和数据选项，禁用隐藏缺少的块。
– 在 Web 中，依次选择首选项和即席选项，禁用行中缺少的块。

• 否 - 如果选择此选项，将对即席网格中的共享成员禁用钻取功能。不支持对共享成员进行多单元格放大。另请参阅《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中的“对
EPM 云中的共享成员进行放大”。

钻取到基本层次中的所有级别 允许即席网格用户从共享成员向下钻取（或放大）到基本层次中的所有级别。此复选框选项仅适用于标准模式应用程序。
允许在即席表单中对共享成员进行向下钻取设置为是时，将显示钻取到基本层次中的所有级别。
共享成员通常是基本层次中的父代成员。启用钻取到基本层次中的所有级别复选框时，用户可以使用缩放选项所有级别或 低级别从共享成员向下钻取到基本层次。
禁用钻取到基本层次中的所有级别复选框时，用户可以使用下一级别缩放选项一次一个级别的放大到基本层次中的各个级别。

大限度地减少审批流程电子邮件 减少用户在使用审批时收到的电子邮件数量。默认值为否。如果选择是，则将只向单元的新所有者发送一封电子邮件通知（针对批准的父实体）。不会向单元层次中的每个子实体发送单独的电子邮件通知。如果选择否，则在父节点设置的所有者将收到发给选定节点的电子邮件以及发给每个子节点的电子邮件。
启用“使用应用程序” 确定用户在管理模式下（例如，在备份期间）是否可以访问应用程序。选择管理员时，如果任何非管理用户登录到应用程序，则这些用户会被强制从系统注销且无法登录。要恢复所有用户对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请选择所有用户。
分配应用程序所有者 将应用程序的所有权分配给另一个管理员。
启用替代变量显示 当用户回应业务规则中的运行时提示时，在“成员选择”对话框中设置如何显示替代变量。全部显示

- 显示所有替代变量。不显示 - 不显示替代变量。启用筛选 - 仅显示适用于运行时提示的替代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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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续）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 说明
Smart View 隐藏行为 选择在行和列缺少数据或包含零的情况下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隐藏行为。• 选择旧有将隐藏不包含数据/缺少数据或包含零（两者之一）的行和/或列。
• 选择标准将隐藏同时不包含数据/缺少数据和包含零的行和/或列。

Smart View 即席行为 所有新的和重新创建的应用程序都会自动设置为标准。
对于现有和迁移的应用程序，选择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启用增强的即席功能和行为：
• 本地（默认）- 不启用增强的即席功能。

在所有 Smart View 版本中都受支持。
• 标准 - 启用增强的即席功能。

在 Smart View 版本 11.1.2.5.900 和更高版本中受支持。有关“标准”模式下可用的增强即席功能的完整说明，请参阅《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中的“EPM 云中的 Smart View 行为选项”。

在日常维护期间导出 EPM 云智能列表文本数据以用于增量数据导入 选择是在日常维护过程中执行完整导出还是创建应用程序备份：• 是（默认值）- 执行完整导出，以便将数据（包括智能列表数据）增量导入到应用程序（此选项会导致维护过程持续时间变长）
• 否 - 在维护过程中创建应用程序备份，以便将数据包含在完全还原中。

默认链接帐户 对于块存储（输入）多维数据集，选择默认情况下是否交叉引用链接的帐户成员。
• 是（默认值）- 为帐户成员创建交叉引用，业务流程的工作方式将与先前版本中相同。
• 否 - 不为帐户成员创建交叉引用，这样可以提高业务流程的性能。如果选择了否，在运行多维数据集刷新后，帐户成员上的所有现有交叉引用都将被删除，非源多维数据集将不再显示源多维数据集中的数据。

属性维重新排序阈值 输入介于 0 和 500 之间的阈值（500 是默认值）。对于属性维，当给定父代下的成员数超过指定阈值时，将在元数据加载结束时而不是在加载过程中对成员重新排序。根据属性维的特定配置，调整此数值有时可能会影响性能。通常，可以忽略此设置，除非属性维加载时间延长到超过可接受的程度。
设置报表选项 单击报表设置。从“报表设置”中，可以上传用于生成报表的 TrueType 字体。请参阅“在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部署中上传字体”。
4. 单击保存以保存应用程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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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应用程序所有权
将自动为创建应用程序的服务管理员分配“应用程序所有者”职能。当具有“应用程序所有者”职能的服务管理员被删除时，或者当用户的预定义角色分配被降级时（例如从服务管理员降级为超级用户），会将“应用程序所有者”职能重新分配给应用程序的下一个可用服务管理员用户（按字母数字顺序），然后删除或更改当前应用程序所有者用户的角色，以与访问控制进行同步。
如果没有可用的服务管理员，则不会删除服务管理员用户，也不会更改角色。Oracle 将就有关后续步骤与您联系以解决该问题。
任何服务管理员都可以使用系统设置来接管应用程序所有者角色或将应用程序所有者角色重新分配给任何可用的服务管理员。
请参阅“指定应用程序设置”

在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部署中上传字体
Oracle 建议报表设计者上传公司用于生成报表的 TrueType 字体。您可以通过应用程序设置将单个字体文件或包含多个 TrueType 字体的压缩文件上传到字体文件夹。
字体文件必须采用 TrueType 字体，而且不能已经存在于字体文件夹结构中。如果您上传了重复的字体，则会收到一则错误消息，指出字体文件重复（或无效）。如果您使用
zip 文件上传了多种字体，则将加载所有其他有效文件。
要在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部署中上传字体：
1. 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服务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指定应用程序设置”。
2. 要指定报表选项，请从设置报表选项中单击报表设置。
3. 从“设置”对话框中，单击管理字体。
4. 在“字体”对话框中，单击

，然后选择上传文件。
5. 单击“上传文件”对话框中的浏览以导航到要上传的 TrueType 字体，然后单击确定。

注：
如果要上传多种字体，请创建 zip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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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请注意，执行上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取决于字体文件的大小。
 

 

自定义应用程序外观
在外观页面上，可以更改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环境的常规外观。启用 Redwood 体验不仅可以提供新的应用程序外观，而且还提供某些功能（例如动态选项卡），而这些功能在其他主题中不可用。如果您选择不使用 Redwood 体验，则可以从提供不同背景颜色、图标样式等的预定义经典主题列表中进行选择。另外，还可以将品牌标识和背景图像添加到主页以及隐藏业务流程名称。

注：
• 要自定义业务流程外观，您必须是服务管理员。
• 您可以在用户首选项中设置要在主页的“公告”面板顶部显示的头像图片。依次单击工具和用户首选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使用 Tax Reporting》 中的“设置您的头像图片”。

要自定义显示外观：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工具和外观。
2. 从以下自定义选项中进行选择：

• 启用 Redwood 体验 - 选择后可以享受 新的用户体验，并利用 Redwood 体验才提供的功能。如果禁用此选项，则显示主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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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 仅当清除启用 Redwood 体验选项时才可用。从预定义经典主题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
• 标识图像和背景图像 - 将预定义的 Oracle 标识和基于主题的背景图像替换为您自己的图像。选择文件以选择本地存储的自定义图像文件，或选择 URL 以选择自定义图像 URL。支持的图形格式为 .jpg、.png 或 .gif，上传文件的大小限制为 5MB。选择预定义可选择基于主题的标识和背景图像。
• 显示业务流程名称 - 默认情况下，在主页上标识旁边显示业务流程名称；在打开浏览器选项卡时在选项卡上显示业务流程名称。如果选择否，则业务流程名称将在主页上隐藏，并在浏览器选项卡上显示 Oracle 应用程序。

注：
• 不能编辑或删除预定义的主题，也不能创建自定义主题。
• 标识和背景图像都可以自定义。在不缩放的情况下可以容下小于

125px（宽）x 25px（高）的任何标识图像。对于大型图像标识，
Oracle 建议保持 5:1 的比例，以便图像在缩放时不会失真。
背景图像的默认大小是 1024x768。您也可以使用较大的背景图像，不过会对图像进行缩放以适合显示器的分辨率设置，并且图像水平居中。如果希望背景图像既适合浏览器又适合移动设备，Oracle 建议您将图像大小设定为适合 大屏幕（或 高分辨率设备）。

• 切换到新主题时，使用自定义背景图像的客户可能需要确保图标和标签的颜色对比度合适。要进行补救，请考虑选择其他主题或合适的背景。
3. 单击保存。
4. 要查看更新，请注销业务流程，然后重新登录。

设置通知电子邮件
可以设置通知，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用户通知任务列表、审批和作业控制台中的更改。在发生触发任务管理器通知的事件后的第二天，会将通知批量发送给用户。设置电子邮件并启用通知后，当用户成为审批单元的所有者或是需要执行审核操作的指定用户时，系统会通知他们。
在下列情况下发送通知：
• 过期通知 - 在任务到期日过后第二天向用户发送过期通知。
• 状态更改通知 - 当任务状态发生更改时发送告知用户可以执行任务的通知。
• 到期日提醒 - 在指定的任务到期日前几天向用户发送提醒。
要禁用通知，请清除“通知”复选框，然后在“通知我”下选择“从不”。
要设置并启用电子邮件通知：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用户首选项。
2. 单击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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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如果您是管理员，可选择使用管理员的设置。
4. 在电子邮件地址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5. 在通知下，选择要发送通知的应用程序更新：

• 任务列表
• 审批
• 作业控制台

6. 选择电子邮件开始时间和电子邮件结束时间。
7. 在通知类型下，选择通知的类型，然后展开业务流程，为应接收通知的人员选择选项，例如“您是任务批准者，但是任务批准者已过期。”
8. 在通知我下，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发送通知的频率：

• 每天一次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混合
• 从不 -（适用于状态更改通知和到期日提醒）

9.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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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变量
创建用户变量

用户变量用作表单中的筛选器，让用户只需关注特定成员，例如，部门、特定时间范围或帐户。用户变量由管理员创建。
创建用户变量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工具和变量。
2. 选择用户变量选项卡。

 

 

3. 单击“添加” 。表中将添加新的一行。
4. 在用户变量选项卡上的维下，选择要为其创建用户变量的维。
5. 在用户变量名称下，输入新用户变量的名称。
6. 在用户变量定义下，单击成员选择器 ，为用户变量选择所需成员。
7. 可选：选择使用上下文，以允许在视点中使用用户变量。使用此设置，用户变量值将根据表单内容动态变化。
8. 单击确定。您现在可以将用户变量与表单相关联。

创建替代变量
替代变量作为定期更改的信息的全局占位符。例如，您可以将当前月份成员设置为替代变量 CurMnth，这样当月份改变时，就不需要再在表单或报表脚本中手动更新月份值。
创建替代变量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工具和变量。
2. 选择替代变量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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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添加” 。表中将添加新的一行。
4.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要用于创建变量的多维数据集。
5. 在名称下，输入替代变量的名称。
6. 在值下，输入替代变量的值。
7. 单击保存。

发布公告
管理员可以创建有关即将发生的事件（如系统维护）的公告并将其发给用户。公告将显示在应用程序主页上的“公告”区域中。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公告。
2. 单击创建。
3. 输入公告信息：

• 主题 - 公告的目的。
• 开始日期 - 何时发送公告。
• 结束日期 - 可选。
• 内容。在输入文本之前，您可能需要选择一种编辑模式（富文本或源代码）。

4. 要保存公告，请单击保存并关闭。
指定对象标签

“对象标签”页面按区域设置定义对象标签。您可以从其他文件导入对象标签，也可以将对象标签导出到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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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要使用对象标签，您必须是服务管理员。

要指定对象标签：
1. 在主页上，单击工具。
2. 单击对象标签。
3. 可选：要筛选对象标签的列表：

a. 单击筛选器 。
b. 在筛选器对话框中，选择对象和属性筛选器，然后单击应用。

4. 要为对象添加语言，请选择对象，然后从添加语言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语言。
5. 单击保存。
要导入对象标签：
1. 在主页上，单击工具。
2. 单击对象标签。
3. 在对象标签页面上，单击操作图标，然后选择导入。
4. 在导入对象标签页面上，选择导入文件的位置：

• 本地 - 从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导入文件。
• 收件箱 - 从服务器导入导入文件。

5. 输入或选择源文件：
• 如果选择了本地，请单击浏览以导航至文件。
• 如果选择了收件箱，请在源文件中输入文件名。

6. 单击导入。
要导出对象标签：
1. 在主页上，单击工具。
2. 单击对象标签。
3. 在对象标签页面上，单击操作图标，然后选择导出。
4. 在导出对象标签页面上，选择导入文件的位置：

• 本地 - 从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导入文件。
• 收件箱 - 从服务器导入导入文件。

5. 单击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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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应用程序
相关主题
• 应用程序概述
• 维、成员、别名和表单的限制
• 导入元数据
• 导出元数据
• 数据集成
• 复制数据
• 清除数据
• 创建“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
• 刷新数据库
• 定义有效交叉点
• 管理无效交叉点报表

应用程序概述
创建应用程序后，您可以从主页上访问应用程序来查看和管理应用程序。
要管理应用程序，您必须是服务管理员。
应用程序概览会显示应用程序属性和应用程序统计信息，例如应用程序中的任务、表单、规则和审批层次的数量。此外，还会列出应用程序使用的维。
要管理维，请参阅“使用维”。
要查看应用程序概览，请在主页上单击应用程序，然后选择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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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成员、别名和表单的限制
在命名维、成员和别名时，请遵循下列规则：
• 对于维、成员或别名，字符数不超过 80。

注：
对于实体成员，名称长度不能超过 76 个字符，且不能包含逗号。

• 请勿在成员名称、维名称、别名和说明中使用 HTML 标记。
• 请勿使用引号、方括号、反斜线或制表符。在块存储大纲中可以使用括号，但建议不要使用。因为当转换到聚合存储大纲时，它们会导致错误。
• 在维或成员名称的开头，请勿使用以下字符：

– @ 符号
– 反斜线
– 方括号
– 逗号
– 破折号、连字符或减号
– 等号
– 小于号
– 圆括号
– 句点
– 加号
– 引号
– 下划线
– 竖线

• 请勿在名称的开头或结尾使用空格。将忽略此类空格。
• 请勿在成员名称中使用正斜线。
• 对于自定义日历的期间，请勿在前 中使用空格。
• 请勿使用下列字词作为维或成员名称：

– 计算脚本命令、运算符和关键字。
– 请勿在对象名称前面添加以下任何项作为前 ：OEP_、OFS_、OCX_、

OWP_、OPF_、FCCS_、TRCS_、ARCS_、OQP_、OGS_。例如，前
"TRCS_A" 无效。但是，可以在对象名称中使用缩写词，例如 A_TRCS、
BTRCS 或 TRCSB。

– 函数名称和函数参数。
– 其他维和成员的名称（除非成员是共享的）。
– 如果启用动态时间系列成员，请勿使用：历史、年、季节、期间、季度、月、周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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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词：
* ALL

* AND

* ASSIGN

* AVERAGE

* CALC

* CALCMBR

* COPYFORWARD

* CROSSDIM

* CURMBRNAME

* DIM

* DIMNAME

* DIV

* DYNAMIC

* EMPTYPARM

* EQ

* EQOP

* EXCEPT

* EXP

* EXPERROR

* FLOAT

* FUNCTION

* GE

* GEN

* GENRANGE

* GROUP

* GT

* ID

* IDERROR

* INTEGER

* LE

* LEVELRANGE

* LOCAL

* LOOPBLOCK

* LOOPPARMS

* LT

* 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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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RNAME

* MBRONLY

* MINUS

* MISSING

* MUL

* MULOP

* NE

* NON

* NONINPUT

* NOT

* OR

* PAREN

* PARENPARM

* PERCENT

* PLUS

* RELOP

* SET

* SKIPBOTH

* SKIPMISSING

* SKIPNONE

* SKIPZERO

* STATUS

* TO

* TOLOCALRATE

* TOP

* TRAILMISSING

* TRAILSUM

* TYPE

* UMINUS

* UPPER

* VARORXMBR

* XMBRONLY

* $$UNIVERSE$$

* #MISSING

* #MI

第 5 章维、成员、别名和表单的限制

5-4



导入元数据
您可以按逗号分隔、制表符分隔或其他格式从文件中导入元数据。
Tax Reporting 在系统中执行验证以确保计算有效。例如，本期预提和递延预提应等于实际税率 (ETR) 合计。
导入流程支持以下对象：
• 维
• 智能列表
• 兑换率
在考虑要用于导入元数据的格式时，请考虑以下信息：
• 使用 CSV 文件

– 可以在 MS Excel 中轻松编辑 csv 文件。
– 所有元数据设置都可以在该文件中进行设置。
– 属性值都有其自己的列。
– 导入维后，将显示执行数据库刷新的提醒。

注：
.csv 格式使得层次维护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存在父/子组合而且没有层次的图形概览。

• 从导航器使用维编辑器
– 可以查看层次，这使得放置成员更加容易。
– 无需提取或加载元数据

注：
更新维后，必须记着执行数据库刷新，因为没有提醒。

• 使用集成的维编辑器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维”选项卡，然后选取要编辑的维。在“编辑成员属性”选项卡上，可以编辑所有维并维护所有属性（包括属性值）。
– 提供了所有 Excel 功能以便复制、粘贴、插入行以及执行其他操作。
– 无需提取或加载元数据。
– 可以查看维层次。
– 下拉框适用于所有属性。
– 可以维护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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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更新维后，必须记着执行数据库刷新，因为没有提醒。

• 使用集成的维编辑器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维选项卡，然后选取要编辑的维。在编辑成员属性选项卡上，可以编辑所有维并维护所有属性（包括属性值）。
– 提供了所有 Excel 功能以便复制、粘贴、插入行以及执行其他操作。
– 无需提取或加载元数据。
– 可以查看维层次。
– 下拉框适用于所有属性。
– 可以维护属性值。

注：
更新维后，必须记着执行数据库刷新，因为没有提醒。

要导入元数据，请执行以下任务：
• 为要导入的每个对象创建一个导入文件。请参阅“创建元数据导入文件”。
• 加载一个或多个导入文件。（可以同时导入多个维文件）。请参阅“加载元数据导入文件”。
详细了解如何在 Tax Reporting 中使用元数据。

 介绍：在 Tax Reporting 中使用元数据
创建元数据导入文件

在开始加载之前，您必须为要导入的每个对象（维、智能列表和兑换率表）创建一个导入文件。导入文件必须包含一个标题记录，在标题记录的下面是要导入或更新的元数据记录的列表。文件格式可以是 .csv（逗号分隔）或 .txt（制表符分隔或其他分隔符字符）。
该文件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 标题记录（文件中的第一行）：

– 列出维以及后续元数据记录使用的任何成员属性；标题记录和后续记录不需要包括所有属性；未包括的属性继承对应父代的默认属性值
– 区分大小写
– 可以按任何顺序列出属性，只要后续元数据记录处于相同顺序
– 可以使用逗号或制表符分隔符。可以使用其他分隔符字符（如果受支持），整个文件中应使用相同的分隔符字符。对于受支持的分隔符字符和例外的列表，请参阅“支持的其他分隔符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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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标题记录后面，是您要导入的元数据记录的列表。每条元数据记录都包含一个属性值分隔列表（逗号、制表符或其他），且属性值符合在标题记录中指定的顺序。元数据记录可以跳过在标题记录中指定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默认属性。
支持的其他分隔符字符

注意：
以上列出的所有字符并非均可用于所有导入和导出场景。请注意下面列出的元数据和数据分隔符例外部分中的例外。

除了逗号和制表符之外，Tax Reporting 在导入和导出文件中还支持以下分隔符字符：
• 波浪号 (~)

• 抑音符 (`)

• 感叹号 (!)

• 井号 (#)

• 问号 (?)

• 美元符号 ($)

• 百分号 (%)

• 三角符号 (^)

• & 符号 (&)

• 星号 (*)

• 圆括号 ( )

• 连字符 - 减号 (-)

• 加号 (+)

• 冒号 (:)

• 分号 (;)

• 尖括号 (< >)

• 反斜杠 (\)

• 正斜杠 (/)

• 竖线 (|)

• 撇号 (‘)
• 大括号 ({ })

• 下划线 (_)

• 方括号 ([ ])

• @ 符号 (@)

• 句点 (.)

仅支持将一个字符用作分隔符。例如，支持一根竖线 ( | )，但不支持两根竖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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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和导出元数据的分隔符例外
请勿在元数据导入和导出文件中使用以下分隔符字符。
表 5-1    导入和导出元数据的分隔符例外
分隔符字符 例外原因
双引号 ("") 创建空文件
加号 (+)

减号 (-)

正斜杠 (/)

百分号 (%)

如果元数据导入文件包含使用这些字符的合并属性，则会导致错误

尖括号 (< >) 如果属性使用值 <none>，则会导致错误

注：
所有与成员名称中字符冲突的字符均会导致错误。

表 5-2    导入和导出数据的分隔符例外
分隔符字符 例外原因
圆括号 ( ) 如果在数据导入文件中使用，则会导致错误
双引号 ("") 创建空文件
连字符 - 减号 (-) 如果在数据导入文件中使用，则会导致错误

加载元数据导入文件
要加载元数据导入文件：
1. 为要导入的每个对象（维、智能列表和兑换率表）创建一个导入文件。请参阅“创建元数据导入文件”。
2. 在主页上，单击应用程序。
3. 依次单击概览、维选项卡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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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导入元数据页面上，单击创建。
 

 

5. 选择导入文件的位置：
• 本地 - 从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加载导入文件。对于导入文件，单击浏览，在计算机上选择您要导入的对象所在的导入文件。
• 收件箱 - 从服务器加载导入文件。在导入文件中输入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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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文件类型，选择一个选项：
• 逗号分隔
• 制表符分隔
• 其他。输入导入文件中使用的分隔符字符。对于受支持的分隔符字符和例外的列表，请参阅“支持的其他分隔符字符”。

7. 在执行导入操作之前，选择清除成员将删除未在加载文件中显式指定的成员。请注意以下准则：
• 在导入维之后，将从大纲中删除未指定的所有成员，除非该成员是指定成员的祖先或是指定共享成员的基本成员。
• 如果未选择清除成员，则导入流程只会添加成员或更新现有成员。Oracle 建议在不选择“清除成员”的情况下加载元数据文件，以确保文件加载成功。然后，选择清除成员，再次执行导入流程。

8. 可选： 如果所选位置是收件箱，请单击另存为作业以将导入操作另存为作业，您可以安排该作业立即运行或稍后运行。将导入操作另存为作业对于批处理加载序列而言十分有用。例如，先导入元数据，再导入数据，然后在数据加载完成时运行规则。
9. 可选：如果所选位置是本地，请单击验证以测试导入文件格式是否正确。
10. 单击导入运行导入操作。如果导入流程成功，则“刷新数据库”对话框会提示您刷新数据库。要刷新，请单击确定。
您可以在作业控制台中查看导入状态。请参阅“查看挂起的作业和 近的活动”
在使用迁移或 EPM Automate 克隆环境或导入快照过程中执行元数据加载时，EPM 云使用多遍解决方案。如果先前的元数据加载导致出现驳回记录，此解决方案会自动启动再次加载同一元数据输入文件。

导出元数据
您可以按 .csv（逗号分隔）、.txt（制表符分隔或其他分隔符字符）格式将元数据导出到文件中。导出流程支持以下对象：
• 维
• 智能列表
• 兑换率
系统将为每个对象创建一个导出文件（.csv 或 .txt，具体取决于文件类型），并会将所有导出文件合并到一个 zip 文件中。如果要将 .csv 或 .txt 文件用作导入文件（例如，要导入到另一个应用程序中时），则必须将需要的文件从此 zip 文件中提取出来。
要将元数据导出到文件：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在应用程序屏幕上，依次单击维选项卡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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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导出元数据页面上，单击创建以显示下一个导出元数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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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位置，选择导出文件的目标位置：
• 本地 - 将导出文件保存到本地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
• 发件箱 - 将导出文件保存到服务器。

5. 选择您想要导出的维。
6. 对于文件类型，选择一个选项：

• 逗号分隔 - 为每个对象创建一个逗号分隔的 .csv 文件。
• 制表符分隔 - 为每个对象创建一个制表符分隔的 .txt 文件。
• 其他 - 为每个对象创建一个 .txt 文件。输入您要在导出文件中使用的分隔符字符。对于受支持的分隔符字符和例外的列表，请参阅“支持的其他分隔符字符”。

7. 选择导出数据的操作：
• 如果所选位置是发件箱，请单击另存为作业以将导出操作另存为作业，您可以安排该作业立即运行或稍后运行。
• 如果所选位置是本地，请单击导出，然后指定保存数据导出文件的位置。

8. 保存包含选定维的 zip 文件。
9. 可选：打开 .csv 文件并进行任何必需的编辑。查找正确的父帐户成员并确认成员位于正确的位置，例如，作为 FCCS_Income 报表的子代。
10. 保存所有更改。
11. 将更正后的 .csv 文件导入 Tax Reporting 中。

数据集成
数据集成是一种在 Tax Reporting 中执行集成进程的机制。您可以定义基于文件的集成源和直接集成源，创建将源数据转换为所需目标格式的映射规则，以及执行和管理周期性的数据加载过程。常见集成任务使用便于导航的界面完成，按照您偏好的方式支持您的工作。
您可以在 Tax Reporting 主页中从“应用程序”下直接访问数据集成，也可以在导航器中从“应用程序”下选择“数据交换”。从“数据集成”页面可以创建集成。还可以运行现有集成，以根据任何筛选条件从源系统中提取数据并加载到目标。
请参阅以下指南：
•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集成》
• 《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管理”》，转至“使用 Tax Reporting 的客户”一节。
要访问数据集成，您必须是服务管理员。
要访问数据集成：
1. 在主页上，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数据交换。

此时将显示数据集成页面。
2. 要搜索集成，请单击搜索，然后按名称、位置、源或目标搜索。
3. 要对集成列表排序，请指定条件。排序结果可以按升序 （A 到 Z）或降序 （Z 到

A）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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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创建集成，请单击  创建集成，然后使用“创建集成”向导指定集成详细信息。
5. 要编辑集成，请双击列表中的集成并根据需要编辑集成详细信息。
6. 要运行集成，请从列表中选择集成并单击运行 。

复制数据
您可以将数据从源 POV 复制到目标 POV。这样，您可以执行数据批量复制。用户可以通过筛选成员（例如按帐户、多 GAAP、移动、公司内、管辖范围或数据源）在粒度级别复制数据。您可以从多个方案、年份和期间复制数据。
要复制数据，您必须是对数据具有写入访问权限的服务管理员。源和目标 POV 规则如下所述：
• 实体维允许选择多个成员，例如 Region 1、Region 2。除了实体之外，其他维（例如数据源、帐户、移动、公司内、多 GAAP 和管辖范围）也允许在源中进行多选。
• 对于实体维，如果用户在源 POV 中进行多选，则源中的相同值将复制到目标。目标成员与在源中选择的成员相同。

选择“排除配置”后，除了方案、年份和期间之外的所有其他维都将锁定目标，并且选择将与源相同。
• 无法将数据复制到锁定的目标实体。源实体上可以存在锁定，但如果目标已锁定，则复制操作不会成功。
• 对于合并多维数据集和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还会将所有比率相关数据复制到目标，例如，税率、外汇 (Foreign Exchange, FX) 汇率和覆盖汇率等。
• 还将复制保留在配置多维数据集中的所有自动化相关数据。
穿透钻取信息不会复制到目标。穿透钻取信息当前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推送的数据和“数据管理”加载的数据中提供。因为这是一项复制操作，所以不会将源中可用的穿透钻取信息复制到目标。

注：
有关“复制数据”中的安全层的概述，请参阅“管理安全性”。

复制数据中的替代变量
您可以在成员选择器中输入替代变量。另请参阅：创建替代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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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以为当前年份 FY21 创建替代变量 &currYear，为上一年 FY20 创建替代变量 &prevYear。然后，您可以分别在复制数据的源年份和目标年份中输入这些值。您可以运行此复制数据任务或将其保存为作业（请参阅“保存复制数据作业”）。现在对于下一年，您只需要更新替代变量值，例如，prevYear 为 FY21，currYear 为 FY22。

注：

• 替代变量必须以 "&" 开头。
• 替代变量值的计算结果必须为有效成员。
• 替代变量值不应包含任何逗号分隔值。
• 替代变量值不应包含任何函数。
• 替代变量值不能是函数。例如，如果创建替代变量 allChildrenOfTotGeo 并且其值设置为 ILvl0Descendants("FCCS_Total Geography")，则复制数据将失败，您将收到错误消息。
您可以复制以下类型的数据：
• 税预提 - 合并多维数据集数据
• 按国家/地区报告 - 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数据
对于税预提和按国家/地区报告，您可以指定是合并还是替换数据。
复制过程完成后，所有目标实体数据的计算状态都会更改为受影响。您必须运行合并以更新值。
要复制数据：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依次单击操作和复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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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复制数据作业”屏幕上的创建。

4. 此时将打开“复制数据”屏幕。
5. 选择要复制的模块：

• 税预提
• 按国家/地区报告 - 如果未启用“按国家/地区报告”功能，则不会显示此选项。
• 排除配置数据 – 如果未选择“排除配置数据”，则可以选择方案、年份、期间、数据源。选择“排除配置”后，除了方案、年份、期间、数据源外，还可以选择帐户、移动、公司内、多 GAAP 和管辖范围等其他维。

6. 对于税预提和按国家/地区报告，从复制选项中选择要运行的复制类型：
• 替换 - 所有目标数据单元格都替换为源数据单元格值。
• 合并 - 源数据单元格值将合并到目标数据单元格值中。任何不属于源选择一部分的现有目标数据单元格将保持不变。

7. 对于排除配置数据，根据是要包括还是排除配置数据复制来选中或取消选中该复选框。排除配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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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中排除配置数据复选框，则在执行复制数据功能时将排除与以下配置相关的数据：
• 税务自动化规则
• 中期预提亏损实体
• 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规则
• 按国家/地区报告申报
• 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
• 税率
• 税损失/税抵免中的到期年份
• 外汇 (Foreign Exchange, FX) 汇率
• CTP 自动化

注：
选择“排除配置数据”时，所有维（例如帐户、移动、数据源、公司内、管辖范围和实体）都可用于筛选。请注意，您不能为这些维成员选择目标。您为源输入的值也会反映在目标中。

注意：
请注意，自动和计算数据也会复制到目标，当用户运行合并时，将清除这些数据。如果不想复制这些数据，可以在移动维上应用筛选器。

包括配置数据
取消选择排除配置数据时，复制数据将同时包括配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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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复制数据功能不复制所有权数据。

8. 对于源和目标，通过单击
打开选择成员对话框，并从“选择成员”对话框中选择方案、年份、期间以及一个或多个数据源，然后单击确定。

要为源和目标中的方案、年份、期间和实体选择成员，请使用成员选择器（也可以手动输入）。也可以进行多选，但仅限于方案、年份和期间的目标。
请注意，实体和其他维（例如数据源、帐户、移动、公司内、多 GAAP 和管辖范围）充当筛选器，且仅在您选中排除配置数据复选框时可用。

9. 使用成员选择器选择数据源成员，或键入有效的数据源成员。

注：
如果选择 FCCS_Supplemental Data 作为数据源，并且数据单元格具有从
SDM 表单推送的值，则该 SDM 表单的状态为“已取消推送”或“已重新打开”。通过取消推送或重新打开表单，系统将清除 Tax Reporting 中存储的数据和钻取链接，而且表单状态会恢复为工作流的第一阶段，并重新分配给编制者。概括而言，通过取消推送或重新打开 SDM 详细信息会自动清除数据单元格值，但不应删除支持 SDM 详细信息数据，除非用户决定重新部署表单模板。
如果选择 FCCS_Managed Data 作为数据源，或者选择任何其他包含数据管理链接的类型作为数据源，则系统将始终清除数据单元格中的值，并且会清除钻取链接。

10. 对于目标，选择要将数据复制到的方案、年份、期间以及一个或多个实体维。请注意，实体充当筛选器，如果您未选中排除配置数据复选框，将无法选择实体。
11. 单击运行以提交复制数据任务，然后在出现提示时单击是以继续。默认情况下，无论在税预提或按国家/地区报告中选择什么，都会复制比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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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显示一条消息，指明已提交复制数据任务。您可以从作业控制台中监控任务状态。在“应用程序”页面上，单击作业，然后单击该作业可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相关主题：
• 使用复制数据作业
• 保存复制数据作业
• 调度复制数据作业
• 审核复制数据作业
• 示例：排除配置、替代变量、调度作业

使用复制数据作业
为复制数据过程选择成员后，可以将其另存为复制数据作业。这样，以后为复制过程检索信息时，无需再次进行成员选择。
选择“复制数据”后，系统将显示您保存的复制作业列表。您可以选择作业并运行复制数据过程，编辑作业并保存，或者将其另存为修改的作业。您可以复制现有作业，也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任何作业。
创建复制数据作业
要创建复制数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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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上，单击应用程序。
2. 单击概览，然后从操作中选择复制数据。
3. 选择要复制的项目。
4. 单击保存。
5. 在保存复制作业中，输入作业名称和说明，然后单击保存。名称必须唯一且 多为 30 个字符。说明 多为 128 个字符。
6. 出现已保存确认消息时，单击确定。
作业将显示在“复制数据作业”列表中。
另请参阅：复制数据
编辑复制数据作业
要编辑复制数据作业：
1. 在“复制数据作业”列表中，选择作业以将其打开。
2. 对选择项进行必要的编辑。
3. 单击保存。可以使用相同名称保存作业，也可以根据需要更改名称。
4. 单击另存为以将修改的作业保存为新作业，然后输入名称和说明。
复制复制数据作业
1. 在“复制数据作业”列表中，选择作业。
2.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复制。
复制的作业将显示在“复制数据作业”列表中，并带有后  "_Copy"。
例如，如果复制 Test_Copy_Job，则复制作业名为 Test_Copy_Job_Copy。
删除复制数据作业
要删除复制数据作业：
1. 在“复制数据作业”列表中，选择作业。
2.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删除。
3. 出现删除选定作业的确认提示时，单击确认。
4. 出现作业已删除确认消息时，单击确定。
另请参阅：《REST API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中的 Tax
Reporting 相关的 "Copy Data"

保存复制数据作业
使用复制数据功能，您可以将复制数据中所做的选择保存为作业。请注意，复制数据作业可以：
• 复制和修改
• 删除
• 调度
要保存复制数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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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复制数据窗口。请参阅“复制数据”。
2. 为方案、年份和期间输入以下值（示例）。

• 方案：源 – 实际、目标 – 实际
• 年份：源 – FY15、目标 – FY15

• 期间：源 – P1、目标 – P2

3. 单击保存。
4. 此时将打开“保存复制作业”窗口。输入名称和说明并单击保存。

5. 作业已成功保存。
6. 还可以单击另存为，为您创建的作业创建副本。
7. 在“另存为复制作业”窗口中输入名称和说明并保存。
8. 还可以复制或删除作业，方法为选择作业并右键单击操作图标以选择复制或删除。

调度复制数据作业
要调度复制数据作业：
1. 导航到“调度作业”屏幕。另请参阅“调度作业”。
2. 在左侧导航区中选择复制数据选项。
3. 输入名称并在调度开始时间中输入“调度时间”，然后单击下一步。如果要立即运行作业，还可以选择立即运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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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下一步。

5. 查看“调度作业”屏幕并单击完成。

6. 调度过程开始时，您可以看到调度作业列出在“挂起的作业”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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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复制数据作业
您可以将审核条目选项用于直接运行或通过调度器运行的作业。另请参阅“审核任务和数据”。

审核条目获取以下信息：
• 任务类型：复制数据
• 运行时间
• 属性：任务类型及其运行位置（从 UI 运行还是从调度作业运行）、源 POV

• 操作：执行者
• 值：目标 POV，及其运行位置

示例：排除配置、替代变量、调度作业
用例：
• 用户要执行以下数据复制，来源：方案 Actual、年份 FY21、期间 P12，目标：方案 Actual、年份 FY22、期间 P12
• 用户不需要复制配置数据。
• 用户只想要复制帐户 NIBT 和实体 Region 1 的数据
• 用户需要定期执行复制任务，例如每月、每季度、每年。
操作：
1. 为以下年份创建两个替代变量：

• Current Year：FY21
• Next Year：FY22

2. 创建复制数据任务。
3. 选中排除配置数据复选框。
4. 输入源和目标：方案、年份、期间。在“年份”中，可以输入创建的替代变量：源年份：Current Year，目标年份：Next Year。
5. 选择“帐户”筛选器并输入“帐户”名称：NIBT。
6. 选择“实体”筛选器并输入“实体”名称：Region 1。
7. 单击另存为作业。提供作业的名称和说明并选择保存。
8. 保存作业后，您可以导航到“调度作业”屏幕并从可用列表中选择“复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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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然后，您可以通过提供开始日期/时间、结束日期/时间和重复频率来调度保存的复制数据作业。
10. 调度作业后，它将在指定日期和时间，按您提供的固定间隔运行。
11. 现在，下一年当您要将相同数据从 FY22 复制到 FY23 时，可以转至“替代变量”页并更新以下替代变量的值 - Current Year：FY22 和 Next Year：FY23。
12. 当调度的作业下一次运行时，它将选择更新的替代变量值。

清除数据
对于下列类型的数据，您可以从特定方案、年、期间或期间范围中清除选定实体的数据：
• 税预提
• 按国家/地区报告数据
对于外汇 (foreign exchange, FX) 汇率数据，此操作将清除合并 (Consol) 多维数据集和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中选定实体的所有汇率数据（全局汇率除外）。
要清除数据，您必须是具有服务管理员角色的用户。您不能清除已锁定或未启动实体的数据。
以下维中的成员固定不变，在清除过程中无法选择：
• 查看 - 定期
• 货币 - 如果未在“数据源”下拉列表中选择全部，则为实体货币。如果在“数据源”下拉列表中选择了全部，则实体货币和所有报表货币的数据将被清除。
• 帐户 - <所有成员>

• 移动 - <所有成员>

• 多 GAAP - <所有成员>

• 自定义 - <所有成员>

• ICP - <所有成员>

• 合并 - 如果未在“数据源”下拉列表中选择全部，则为实体输入。如果在“数据源”下拉列表中选择了全部，则所有合并成员的数据将被清除。
在清除过程结束后，您必须运行合并以更新受影响的值。
如果在“数据源”下拉列表中选择了全部，则将基于以下逻辑设置实体的计算状态：
• 如果选择了 0 级实体，则所选实体及其实例（如果存在）将设置为无数据，并且（所选 0级实体及其共享实例的）所有祖先都将设置为受影响。
• 如果选择了父实体，则系统将检查其子实体的计算状态。如果所选实体的所有子代的计算状态均为无数据，则父实体及其共享实例（如果有）的计算状态也将变为无数据。否则，所选父实体和任何共享实例及其所有祖先的计算状态将变为受影响。
• 如果选择了实体的后代（例如使用 IDescendants() 函数），系统将清除所有后代实体及这些实体的任何共享实例的后代的数据，并将其计算状态更新为无数据。（后代实体和任何共享实例的）所有祖先将标记为受影响。祖先可以启用父代税计算，可以启用父代数据输入，这样，除非清除了祖先实体的所有数据，否则其计算状态必须保持“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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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如果在“数据源”下拉列表中未选择全部，而是选择任何其他数据源（例如托管数据、补充数据或其他数据），则 0 级实体的计算状态将标记为受影响。仅当选择全部时，计算状态才会设置为无数据。
• 如果在“数据源”下拉列表中未选择全部，而是选择任何其他数据源（例如托管数据、补充数据或其他数据），则父实体的计算状态将标记为受影响。如果在数据源中选择全部，则：

– 仅当父实体的所有子代的计算状态一开始为无数据时，父实体的计算状态才会标记为无数据。
– 如果所选父实体的任何子代的计算状态为无数据，则父实体的计算状态将标记为受影响。

系统在清除过程中不会包括无数据的实体。审批状态为“已锁定”或“未启动”的实体的计算状态将不会更改。

注：
有关“清除数据”中的安全层的概述，请参阅“管理安全性”。

示例用例方案
所有实体的状态都不是无数据，没有任何实体的审批状态为“已锁定”或“未启动”，并且为所有示例选择的“数据源”选项为全部。

用例 1：清除一个父代 (TESTENTITY4) 的数据
• TESTENTITY4 及其共享实例的数据将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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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TESTENTITY4 的子代 (TESTENTITY5) 的计算状态不是无数据，则 TESTENTITY4及其共享实例的计算状态将变为受影响，否则，TESTENTITY4 及其共享实例的计算状态将更新为无数据。
• TESTENTITY4 及其共享实例的所有祖先（即 TESTPARENT1、TESTPARENT2、

TESTGRANDPARENT1 和 TESTGRANDPARENT2）将变为受影响。
用例 2：清除 0 级 (TESTENTITY7) 的数据
• TESTENTITY7 及其共享实例的数据将被清除。
• TESTENTITY7 及其共享实例的计算状态将更新为无数据。
• 祖先 TESTENTITY6、TESTPARENT2、TESTPARENT3、TESTGRANDPARENT2 和

TESTGRANDPARENT3 的状态将变为受影响。
用例 3：清除 IDescendants(TESTPARENT2) 的数据
• TESTPARENT2、TESTENTITY4、TESTENTITY4(Shared)、TESTENTITY5、

TESTENTITY6、TESTENTITY7、TESTENTITY7(Shared) 和 TESTENTITY8 的数据将被清除。
• 以上实例的计算状态将更新为无数据。
• 祖先 TESTPARENT1、TESTPARENT3、TESTGRANDPARENT1、

TESTGRANDPARENT2 和 TESTGRANDPARENT3 的状态将变为受影响。
用例 4：清除祖先 (TESTENTITY4) 的数据
• TESTPARENT1、TESTPARENT2、TESTGRANDPARENT1 和 TESTGRANDPARENT2的数据将被清除。
• 以上实例的计算状态将根据其子代的状态更新。
• 如果 TESTPARENT2 的子代的计算状态不是无数据，TESTPARENT2 和

TESTGRANDPARENT2 的状态将为受影响，否则，其计算状态将变为无数据。
• 如果 TESTPARENT1 的子代的计算状态不是无数据，TESTPARENT1 和

TESTGRANDPARENT1 的状态将为受影响，否则，其计算状态将变为无数据。
要清除数据：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依次单击操作和清除数据。
3. 在清除数据对话框上，选择要清除的模块：

• 税预提
• 按国家/地区报告 - 如果未启用“按国家/地区报告”，则不会显示此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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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目标下，单击  并选中维旁边的复选标记以选择下列各项，然后单击确定：
• 方案
• 年份
• 期间或期间范围
• 一个或多个实体成员或函数

注：
对于方案维和年份维，仅允许单选。

5. 在数据源下，选择要清除的数据源：
• 全部 - 包括列出的所有选项。
• 托管数据 - 从数据管理复制或传入系统中的数据
• 补充数据 - 从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推送的数据

– 如果选择补充数据作为数据源，并且数据单元格具有从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SDM) 表单推送的值，则系统将始终清除 Tax Reporting 中的数据及关联的钻取链接。

– 如果选择托管数据或包含数据管理钻取链接的任何其他数据源作为数据源，则系统将始终清除 Tax Reporting 中的数据及关联的钻取链接。
• 其他数据 - 除托管数据和补充数据以外的所有数据。所有输入数据，例如税、税前、分配、纳税帐户前滚和帐簿与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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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于选择的任何源数据源选项，不需要选择任何目标成员。系统会自动使用与在源中选择的目标数据源相同的内容，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6. 单击运行以提交清除数据任务，然后在出现提示时单击是以继续。
系统将显示一条消息，指明已提交清除数据任务。

7. 要监视任务状态，请从主页中选择应用程序，单击作业，然后单击清除数据作业以获得更多详细信息。
使用清除数据作业

为清除数据过程选择成员后，可以将其保存为清除数据作业。这样，以后为清除数据过程检索信息时，无需再次进行成员选择。
选择“清除数据”后，系统将显示您保存的清除作业列表。您可以选择作业并运行清除数据过程，编辑作业并保存，或者将其另存为修改的作业。您可以复制现有作业，也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任何作业。
创建清除数据作业
要创建清除数据作业：
1. 在主页上，单击应用程序。
2. 单击概览，然后从操作中选择清除数据。
3. 选择要清除的项目。
4. 单击保存。
5. 在保存清除作业中，输入作业名称和说明，然后单击保存。名称必须唯一且 多为 30 个字符。说明 多为 128 个字符。
6. 出现已保存确认消息时，单击确定。
作业将显示在“清除数据作业”列表中。
另请参阅：清除数据
编辑清除数据作业
要编辑清除数据作业：
1. 在“清除数据作业”列表中，选择作业以将其打开。
2. 对选择项进行必要的编辑。
3. 单击保存。可以使用相同名称保存作业，也可以根据需要更改名称。
4. 单击另存为以将修改的作业保存为新作业，然后输入名称和说明。
复制清除数据作业
1. 在“清除数据作业”列表中，选择作业。
2.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复制。
复制的作业将显示在“清除数据作业”列表中，并带有后  "_Copy"。例如，如果复制
Test_Clear_Job，则复制作业名为 Test_Clear_Job_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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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清除数据作业
要删除清除数据作业：
1. 在“清除数据作业”列表中，选择作业。
2.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删除。
3. 出现删除选定作业的确认提示时，单击确认。
4. 出现作业已删除确认消息时，单击确定。
另请参阅：《REST API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中的
Tax Reporting 相关的 "Clear Data"

创建“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
用户可以使用清除多维数据集选项删除多维数据集数据。
要创建“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在应用程序屏幕上，依次单击操作和清除多维数据集。

 

 

3. 在清除多维数据集页面上，单击创建，输入作业名称，选择多维数据集，然后选择一个清除选项：
• 全部清除 - 删除与您在全部清除选项下选择的实体关联的多维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其中包括：

– 支持详细信息
– 注释
– 附件
– Essbase 数据

• 要清除的数据
– 高级别块 - 删除高级别块中的数据
– 非输入块 - 删除非输入块中的数据
– 动态块 - 删除动态块中的数据
– 空块 - 删除值为 #MISSING 的块

4. 单击保存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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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在清除多维数据集列表页面查看作业，请单击刷新。

注：
如果您对“合并”多维数据集运行清除多维数据集选项，而不是对“汇率”多维数据集运行清除，则必须运行计算汇率业务规则以将汇率信息获取到“合并”多维数据集。

要立即启动“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或删除作业，请参阅“ 启动和删除“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
刷新数据库

在应用程序页面上，您可以刷新用于存储应用程序中数据的应用程序数据库。数据库将按照维、层次成员、属性以及在应用程序中指定的其他数据进行结构化。
更改应用程序结构时，必须刷新应用程序数据库。在刷新应用程序的数据库之前，对该应用程序所做的更改不会显示给执行数据输入和审批任务的用户。例如，修改实体成员的属性、添加方案或更改访问权限时，在刷新应用程序数据库之前，这些更改将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
在刷新数据库之前，您可以选择在刷新过程中是允许所有用户还是仅允许当前的管理员在维护模式下使用应用程序。此外，您还可以注销所有用户，并终止所有活动的应用程序请求。数据库刷新后，您可以允许用户使用应用程序。

注意：
在刷新之前，Oracle 建议您备份大纲文件并导出所有数据库中的数据。

要刷新数据库：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
2. 在应用程序选项卡上，在操作下选择刷新数据库。
3. 在刷新数据库页面上，单击创建。

 

 

4. 为在刷新数据库之前进行选择：
• 允许使用应用程序 - 在刷新过程中允许所有用户或管理员（或当前登录的管理员）在维护模式下访问应用程序。
• 注销所有用户 - 在开始刷新之前，注销所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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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所有活动请求 - 在开始刷新之前，终止应用程序中的所有活动请求。
5. 对于所有用户或管理员，为在刷新数据库之后选择允许使用应用程序。通过该选择，所有用户或当前登录的管理员就可以在刷新后以维护模式访问应用程序。
6. 选择一个选项：

• 要立即刷新数据库，请单击刷新数据库，查看确认消息，然后单击刷新。
• 要调度数据库刷新作业，请单击另存为作业并输入作业名称，然后单击保存。

注：
如果调度一个循环刷新数据库作业，则每次运行该作业时，您选择的刷新作业选项均适用。要编辑您的选择，请单击作业控制台中的作业名称，然后单击保存。

定义有效交叉点
了解有效交叉点

有效交叉点允许您定义规则（称为“有效交叉点规则”），当用户输入数据或选择运行时提示时，这些规则将为用户筛选特定的单元格交叉点。例如，您可以指定特定的程序仅对某些期间或部门有效。
定义有效交叉点之后，包含无效数据的单元格为只读单元格。此限制可加快合并流程并优化向用户显示的信息。

有效交叉点组
有效交叉点组将定义：
• 要包括的维
• 其中某一个维为锚点维
• 非锚点维是否为必需维
• 未指定或引用的锚点维成员是否有效

有效交叉点规则
有效交叉点规则：
• 必须使用在其有效交叉点组内定义的相同维
• 仅定义有效交叉点
• 如果满足任一有效交叉点规则条件，则相同有效交叉点组内产生明显冲突或重叠的有效交叉点规则将标记为有效
• 对于不同有效交叉点组中会产生明显的冗余或重叠的有效交叉点规则，那些满足所有有效交叉点组的要求的规则将标记为有效规则。如果任何有效交叉点组将某个交叉点标记为无效，则无论其他有效交叉点组是否将其标记为有效，系统都会将此交叉点标记为无效。无效组会覆盖有效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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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要删除有效交叉点而不管其他有效交叉点组是否允许，则此规则必须存在于其他有效交叉点组中。

锚点和非锚点维
锚点和非锚点维：
• 锚点维在有效交叉点计算中所用的类型中始终是必需维。
• 非锚点维可以是必需的，也可以不是必需的：

– 如果非锚点维是必需的，则不使用该维的所有类型在计算有效交叉点时，均会忽略将该维标记为必需维的所有有效交叉点组。
– 如果非锚点维不是必需的，则不使用该维的所有类型仍计算将该维标记为非必需维的所有有效交叉点组，并计算类型中有效交叉点组中其他所有维的交叉点。

• 默认情况下，未选定的锚点维成员有效，但您可以通过清除未选定的成员是有效成员选项将其标记为无效。此选项可将此规则中未选择锚点维的所有交叉点标记为无效。
有效交叉点规则存在冗余或重叠

对于同一交叉点组中产生明显冲突或重叠的有效交叉点规则，如果满足其中的任一规则条件，规则将标记为有效。
如果不同的有效交叉点组具有相同的属性（包括锚点维、必需和非必需的非锚点维以及未选定的成员是有效成员属性），则将这些属性视为同一有效交叉点组的规则。

共享成员和有效交叉点规则
有效交叉点规则中支持共享成员。如果为有效交叉点规则选择基本成员，则所有共享成员也会包含在此规则中。相反，如果为有效交叉点规则选择基本成员，则基本成员也会包含在此规则中。

替代变量和有效交叉点规则
可以在有效交叉点规则中使用替代变量。不支持用户变量。可以在服务器、应用程序或数据库级别设置替代变量。同一个替代变量可以存在于多个级别中；系统将按以下顺序搜索并使用所找到的第一个替代变量：
1. 数据库
2. 应用程序
3. 服务器

计算顺序
有效交叉点组的计算顺序用于尽可能快地整理无效结果集，从而提高有效交叉点的总体计算速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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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系统将依次计算列表中的第一个有效交叉点组、第二个有效交叉点组，以此类推。如果系统在列表中的第二个组中找到一个无效交叉点，则将停止计算列表中的其余组，这是因为一旦某个交叉点被定义为无效，它将覆盖其他有效交叉点规则结果。
创建有效交叉点

要查看有效交叉点：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2. 选择设置选项卡。
3. 单击要查看的有效交叉点的名称。将显示所选交叉点的结果。
要创建有效交叉点：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2. 选择设置选项卡。
3. 单击创建来创建有效交叉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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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未命名交叉点下，输入有效交叉点组的名称。
5. 点击说明以编辑字段并为有效交叉点组输入说明。
6. 要选择锚点维，请单击选择锚点维旁边的向下箭头 。选择的维变为驱动维。
7. 单击锚点维旁边的向下箭头  以选择有效交叉点中要包括的其他维。默认情况下，不需要非锚点维成员。
8. 可选：要使非锚点维成为必需的，请依次单击非锚点维旁边的向下箭头  和必需。
9. 定义有效交叉点规则：

a. 单击添加规则。
b. 单击新规则旁边的向下箭头 ，然后单击编辑并选择要在有效交叉点中包括、排除或删除的成员范围：

• 单击编辑以打开“选择成员”页面，然后选择要包含在有效交叉点规则中的成员。
• 单击添加排除以在规则中定义排除。可以排除此维包括的部分成员。
• 单击清除以清除选择。
• 单击“删除”  以删除规则。

c. 单击保存并关闭。新的有效交叉点组即添加到有效交叉点列表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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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效交叉点
查看有效交叉点

要查看有效交叉点：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2. 执行以下一项任务：

• 创建有效交叉点组。请参阅“创建有效交叉点”。
• 对有效交叉点组重新排序。请参阅“更改有效交叉点组计算顺序”。
• 禁用和启用有效交叉点组。请参阅“禁用和启用有效交叉点组”。
• 编辑有效交叉点的详细信息，如在有效交叉点组中添加或删除维。请参阅“编辑有效交叉点组的详细信息”。
• 复制现有的有效交叉点组，以便快速创建一个新组。请参阅“复制有效交叉点组”。
• 删除有效交叉点组。请参阅“删除有效交叉点组”。

更改有效交叉点组计算顺序
有效交叉点组的计算顺序用于尽快找出无效结果集，从而提高无效交叉点的总体计算速度和效率。
要了解有关计算顺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计算顺序”。
要更改有效交叉点组在列表中的位置：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2. 单击操作

并选择上移或下移。
禁用和启用有效交叉点组

有效交叉点组在创建后默认启用。如果不希望计算或使用有效交叉点组，您可以在有效交叉点选项卡上将其禁用。禁用有效交叉点后，在查看表单或业务规则时，将不再应用该组的有效交叉点规则。您可以重新启用已禁用的有效交叉点组。
要禁用和启用有效交叉点组：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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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有效交叉点列表的启用列中，单击有效交叉点组旁边的复选标记以启用或禁用该组。

注：
如果已启用组，则复选标记为绿色。

3. 确保启用的所有剩余组仍以正确的计算顺序列在有效交叉点列表中。如果顺序错误，请按正确顺序上移或下移它们。
编辑有效交叉点组的详细信息

要编辑有效交叉点组的详细信息，需要在成员选择器中编辑维成员。也可以在有效交叉点规则中定义排除。
要编辑有效交叉点组的详细信息：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2. 单击要编辑的有效交叉点组的名称。

• 要编辑维详细信息，请单击维旁边的向下箭头 ，以选择要在有效交叉点规则中包括、排除或删除的成员：
– 单击编辑 以打开选择成员页面，然后选择要包含在有效交叉点规则中的成员。您也可以键入成员或函数。
– 单击添加排除以在规则中定义排除。您可以选择要排除的成员。例如，通过排除第一季的子代，您可以选择或包括除第一季子代以外的年度合计的所有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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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清除 以清除选择。
• 要从有效交叉点组中删除维，请依次单击维旁边的向下箭头  和“删除”

。
• 要从有效交叉点组中删除规则，请单击删除 。
• 要向有效交叉点组中添加维或规则，请单击添加规则或添加维。

3. 单击保存并关闭。
复制有效交叉点组

要加快有效交叉点组的创建，可复制现有的有效交叉点，然后对其进行编辑。
要复制有效交叉点组：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2. 单击要复制的有效交叉点组右侧的“操作” ，然后选择复制。
3. 打开复制的有效交叉点组并对其进行编辑。
4. 必要时，对有效交叉点组重新排序。

删除有效交叉点组
删除组之后，有效交叉点组会重新排序。如果有三个有效交叉点组且顺序中的第二个被删除，则第三个有效交叉点组会变为第二个。
要删除有效交叉点组：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2. 单击要删除的有效交叉点组右侧的“操作” ，然后选择删除。
3. 必要时，对剩余的有效交叉点重新排序。

在表单中使用有效交叉点
使用有效交叉点可阻止用户在适用的有效交叉点组中定义为无效交叉点的单元格输入数据。表单中受影响的单元格将按照标准只读颜色代码显示为只读。如果将光标悬停在无效交叉点的上方，则会显示工具提示，指出该单元格为只读，因为它已定义为无效交叉点。
有效交叉点组首先应用于表单视点和页轴。如果视点交叉点全部无效，则会显示警告消息，表单将不会显示数据网格，直到选择了有效交叉点。
如果视点具有有效交叉点，则对行和列进行筛选，以阻止在无效交叉点中输入数据。如果为表单启用了隐藏无效数据选项，则表单会根据情况隐藏无效的行、列或二者。
同时包含有效和无效交叉点的行或列会根据情况将这些交叉点显示为有效或无效。无效交叉点显示标准的只读阴影并且阻止数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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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清除选择来将视点重置为未筛选的默认列表，而不必关闭再重新打开表单。您也可以通过清除选择来对其他维进行更多样的选择。不能显示清除了维的表单，因为必须为每个维选择有效成员。
由于存在有效交叉点规则，在成员选择器中无效成员将被隐藏。您可以通过使用显示无效的成员选项，在成员选择器中显示无效成员。将会显示无效的成员，但不可用于选择。

注：
有效交叉点组未授予对维成员的访问权限。有效交叉点组可以进一步限制已授予用户的维成员的有效交叉点。

表 5-3    应用有效交叉点时的表单行为
操作 行为
打开表单 表单按照表单定义中所定义的成员选择进行显示，同时遵循用户对维的访问权限，并以 近使用的有效交叉点组作为当前选择来应用有效交叉点组。
从视点维中选择成员 • 允许您在视点中选择成员

• 在视点维的成员选择器中，允许您从剩余有效交叉点的筛选列表中选择，此列表基于为其他视点维选择的成员
• 忽略视点维成员的选择顺序，原因是，从有效交叉点组包含的任何维中选择一个成员后，将根据选择的维相应地动态筛选有效交叉点组中包含的那些维的剩余维成员列表
• 可以在维列表中隐藏无效成员或者在视点中将这些无效成员显示为不可选择的项
• 使用户能够通过清除选择将视点重置为完整的未经筛选的列表，而不必关闭并重新打开表单

注：
Smart View 中的即席表单不会根据有效交叉点组筛选页或视点成员。

选择“开始”以基于视点选择来显示表单。此外，您还可以单击表单视点中的向右箭头。 表单按照定义的那样基于有效的视点交叉点进行显示。
输入并保存数据 输入并保存表单数据。

管理无效交叉点报表
创建无效交叉点报表

要创建无效交叉点报表：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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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报表选项卡。
3. 单击创建。

 

 

4. 在“未命名报表”屏幕上，输入报表名称和说明。
 

 

5. 选择要扫描以查找无效交叉点的多维数据集。
6. 单击实体、方案和视图以选择扫描中要包括的成员。
7. 可选：选择选项以立即或稍后运行报表。
8. 可选：修改报表条件并重新运行报表。
9. 单击保存并关闭。

编辑无效交叉点报表
您可以编辑无效交叉点报表，并更改名称、说明和报表标准。
要编辑无效交叉点报表：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2. 单击报表选项卡。
3. 在报表列表中，选择一个报表。
4. 单击操作 ，然后选择编辑。
5. 可选：编辑报表名称或说明。
6. 可选：选择不同的报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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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选择选项以立即或稍后运行报表。
8. 单击保存并关闭。

复制无效交叉点报表
要复制无效交叉点报表：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2. 单击报表选项卡。
3. 在报表列表中，选择一个报表。
4. 单击操作 ，然后选择复制。
5. 在复制对话框中，输入新报表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运行无效交叉点报表
要运行无效交叉点报表：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2. 单击报表选项卡。
3. 在报表列表中，选择一个报表。

提示：
要搜索报表，请输入搜索条件，然后单击搜索。

4. 单击操作
，然后选择运行。

删除无效交叉点报表
要删除无效交叉点报表：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有效交叉点。
2. 单击报表选项卡。
3. 在报表列表中，选择一个报表。

提示：
要搜索报表，请输入搜索条件，然后单击搜索。

4. 单击操作
，然后选择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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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表单中的无效数据
隐藏无效数据会隐藏表单中包含无效数据的行或列。如果您不选择该选项，系统将显示包含无效数据的单元格所在的行或列。包含无效数据的单元格是只读单元格。
要隐藏表单中的无效数据：
1. 从导航器中，在管理下，单击表单。

 

 

2. 在表单和即席网格管理面板中的表单下，单击表单以打开，然后单击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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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网格属性下，选择隐藏无效数据 - 行、隐藏无效数据 - 列或两者。
4.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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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 EPM 云中连接环境
另请参阅：
• 关于连接 EPM 云环境
• EPM 云连接迁移注意事项
• 创建、编辑和删除与其他 EPM 云环境的连接
• 连接到外部 Web 服务
• 为外部连接指定高级选项
• 在 EPM 云环境间导航
• 自定义导航流以访问其他 EPM 云环境
• 使用直接 URL 集成连接的环境

关于连接 EPM 云环境
概览
服务管理员可以连接以下类型的多个 EPM 云环境：
•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Enterprise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 自由形式
• Narrative Reporting

• Planning

• Planning 模块
•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 Oracle Sales Planning Cloud

• Oracle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Cloud

• Tax Reporting

服务管理员建立连接后，有权跨 EPM 云环境进行访问的用户只需登录一次，即可从单个访问点在这些环境之间导航。此外，可以将来自多个环境的表单和仪表板等对象混合在导航流中的一个群集内或一个卡的多个选项卡内。目标环境中对象的可访问性基于用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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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还可以直接将 Oracle Analytics Cloud Enterprise Edition 或 Professional
Edition 5.6 连接到 EPM 云平台，但前提是您拥有这两个服务。配置连接后，可以在 Oracle Analytics Cloud 中可视化来自 EPM 云业务流程的数据。您再也不必为了在 Oracle Analytics Cloud 中创建可视化和仪表板而对元数据存储库 (RPD) 文件中的 EPM 数据进行建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Oracle
Analytics Cloud 文档。

我可以连接哪些 EPM 云环境？
源环境是指从其创建连接的环境。目标环境是指从源环境连接到的环境。
您可以连接以下源环境（这些环境也可以作为目标环境）：
• 自由形式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 Planning

• Planning 模块
• 销售规划
• Tax Reporting

源环境还可以连接到以下目标环境（这些环境不能作为源环境）：
•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Enterprise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 Narrative Reporting

•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 战略性人员规划
我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连接到其他 EPM 云环境？
• 在导航器  菜单上，在源环境与目标环境之间切换。请参阅“在 EPM 云环境间导航”。
• 可以在源环境中自定义导航流，以便从主页访问其他目标环境中的群集、卡和对象。请参阅“自定义导航流以访问其他 EPM 云环境”。
• 使用直接 URL 无缝集成连接的环境。请参阅“使用直接 URL 集成连接的环境”。
注意事项
• 仅由服务管理员创建跨环境连接。

用户单击导航链接可打开链接的环境。在链接的环境中，用户可以访问什么由分配给用户的预定义角色和访问权限（如果有）确定。
• 要实现无缝的跨环境导航，跨环境导航流涉及的所有环境实例必须属于同一身份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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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目标环境实例和源环境实例不在同一身份域中，则您无法在它们之间建立连接。

• 服务管理员无法使用公司 SSO（身份提供程序）凭据配置跨环境连接。
如果您的环境配置了 SSO，请确保为配置跨环境连接的服务管理员维护身份域凭据。请参阅“启用使用身份域凭据登录”。

• 在某些用例场景中，在测试环境和生产环境之间迁移跨环境连接会导致出现问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EPM 云连接迁移注意事项”。
• 跨环境连接中不支持虚名 URL。
视频
目标 观看此视频
观看此视频，了解如何自定义 EPM 云工作流。

 介绍：在 EPM 云中自定义工作流
观看此视频系列，了解关联的规划。您将了解整个关联的规划解决方案，以及如何通过跨 pod 智能推送和导航流关联规划解决方案，以便为跨不同部门的规划者提供无缝体验。在第一个视频中，重点介绍财务和销售。下一个视频重点介绍战略性人员规划和 IT 规划。 后一个视频重点介绍营销商业活动规划。

 介绍：关联的规划 - 使销售规划与财务目标一致
 介绍：关联的规划 - 战略性人员和 IT 规划
 介绍：关联的规划 - 管理营销商业活动

EPM 云连接迁移注意事项
Oracle 意识到，服务管理员的常见做法是在测试环境中试用新功能（例如，连接环境），然后再迁移到生产环境。然而，这样做会在迁移之后造成一些问题。下面是一些您需要注意的用例场景。
在下列场景中，假设您有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和 Planning 环境。
用例场景 1：测试到生产
将连接从测试环境迁移到生产环境时，确保在测试环境中定义的连接都已更改为指向对应的生产环境。
例如，服务管理员在 Planning 和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的测试环境之间定义了一个连接。然后，服务管理员使用此连接在 Planning 中构建了一个导航流，该导航流引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的卡。服务管理员为迁移 Planning 测试环境创建的快照将包含连接和导航流，其中包含与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测试环境的连接。
在将该快照迁移到 Planning 生产环境时，Planning 将具有与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测试实例的意外连接。必须在迁移环境之前或之后手动更改意外连接以指向对应的生产环境。
用例场景 2：生产到生产或测试到测试
此场景没有任何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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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场景 3：生产到测试
在此场景中，服务器管理员可能尝试将快照从生产环境迁移到测试环境以解决问题。由于在测试环境中创建的连接仍指向生产环境，因此，服务管理员务必要修改连接，以便它们指向测试环境。测试环境中指向生产环境的连接可能会无意中篡改生产环境。

创建、编辑和删除与其他 EPM 云环境的连接
您必须确保自己有权访问要连接的源环境和目标环境，然后才能创建与其他 EPM 云环境的连接。您还必须有要连接的其他环境的 URL，以及每个环境的登录详细信息，例如，用户 ID（服务管理员）和密码。
要创建、编辑、复制和删除连接：
1. 登录到源环境。
2. 从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连接。
3. 选择以下操作之一：

• 要添加连接：
a. 在管理连接页面上，单击创建。
b. 在选择提供商以创建连接页面上，选择要添加的目标环境。
c. 输入目标环境连接详细信息：

– 单击更改提供程序以选择其他目标环境。
– 在连接名称中，输入此导航链接的名称；例如 Consolidation

Application。
– 输入链接的可选说明。
– 在 URL 中，输入目标环境实例的 URL；例如 http(s)://your-

target-host-url.com。此 URL 通常用于登录目标环境实例。
– 使用服务管理员和密码指定服务管理员的凭据。

注：
* 这些凭据仅用于定义和验证导航链接。当用户登录时，将应用他们自己的角色和访问权限来访问目标环境。
* 对于与其他 EPM 云环境的连接，不在用户名前添加域名作为前 。但是，对于与其他外部 Web 服务的连接，仍需要域名。请参阅“连接到外部 Web 服务”。

– 系统会根据您输入的 URL 自动填充域字段。如果 URL 中没有域，则域字段将留空。
d. 单击验证。
e. 如果验证成功，请单击保存并关闭。

• 要编辑连接：
a. 在管理连接页面上，单击某个连接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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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编辑连接详细信息。

注：
如果您编辑 URL 以连接到新的服务类型，则可能导致导航流被破坏。如果您要连接到不同的服务，Oracle 建议改为创建新的连接。

c. 单击验证。
d. 如果验证成功，请单击保存并关闭。

• 要复制连接：
a. 在管理连接页面中，在要复制的连接旁边的操作列中，单击 。
b. 单击复制。
c. 输入所复制连接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 要删除连接：
a. 在管理连接页面中，在要删除的连接旁边的操作列中，单击 。
b. 单击删除。

目标环境连接到 EPM 云源环境后，它们将列在源环境的导航器  菜单上的我的连接窗格
中。通过导航器  菜单上的我的连接窗格，您可以在环境之间导航。请参阅“在 EPM 云环境间导航”。
如需故障排除帮助，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运维指南》中的“通过导航流处理问题”。

连接到外部 Web 服务
服务管理员也可以连接到外部 Web 服务，以在外部 Web 服务中读写数据。
可以在 Groovy 脚本中引用或使用此连接以在该 Groovy 脚本与外部 HTTP/HTTPS 资源之间创建通信链接。有关如何在 Groovy 脚本中使用此连接的更多详细信息和示例，请参阅有关 EPM
Groovy 对象模型中的 Connection 和 HttpRequest 对象的 Java API 文档。

注：
其他 Web 服务提供商连接类型仅适用于允许创建 Groovy 规则的业务流程。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Groovy Rules Java API
Reference》。

要创建与外部 Web 服务的连接，必须确保有权访问要连接的 Web 服务。此外，还必须有
Web 服务的 URL 以及任何登录详细信息（如果需要）。
要创建与外部 Web 服务的连接：
1. 登录到源环境。
2. 从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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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管理连接页面上，单击创建。
4. 单击其他 Web 服务提供商。
5. 为连接输入连接名称和说明。
6. 输入目标连接的 URL。
7. 为 URL 输入可选的高级选项。

注：
在定义外部连接时，可以通过这些可选的高级选项指定查询或标头参数。请参阅“为外部连接指定高级选项”。

8. 输入用于连接的用户和密码登录凭据（如果需要）。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连接到
Oracle Fusion Clou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服务时），可能需要在用户名前面添加域名作为前 ，例如 <Identity Domain>.<User Name>。
要了解 EPM 云 REST API 的基本验证以及有关如何查找身份域的说明，请参阅《REST API for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中的 "Basic
Authentication - for Classic and OCI"。

9. 单击保存并关闭。
为外部连接指定高级选项

在定义外部连接时，可以通过这些可选的高级选项指定查询或标头参数。

注：
为外部连接定义查询参数的功能仅适用于允许创建 Groovy 规则的业务流程。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Groovy Rules
Java API Reference》。

要为外部连接指定高级选项：
1. 创建外部连接或打开现有外部连接。

请参阅“连接到外部 Web 服务”。
2. 输入连接详细信息，然后单击显示高级选项。
3. 按如下所示指定查询详细信息：

• ：添加查询
• ：删除查询
• 类型：选择标头或参数。

标头设置每次请求此连接时发送的默认标头。参数设置每次请求此连接时发送的默认查询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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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将对在值字段中输入的值加密。清除某个行对应的安全复选框将删除值。
例如，用户保护的标头可以是用于外部 Web 服务的持有者令牌（支持持有者身份验证），或用于外部 Web 服务的 API 密钥查询参数（支持在身份验证中使用 API 密钥）。

• 名称：输入标头或查询参数的名称。
• 值：输入标头或查询参数的值。

在 EPM 云环境间导航
服务管理员创建与其他 EPM 云环境的连接后，连接将列在导航器  菜单上的我的连接窗格中。

您可以从此位置在环境之间切换。您必须有权访问其他环境才能将其打开。对象的可访问性基于用户角色。
要打开其他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环境：
1. 从主页上，单击导航器 。
2. 如果环境已连接且您有权访问这些环境，则我的连接窗格中会显示已连接环境的列表。单击环境可将其打开。

注：
单击环境名称右侧的图标可在新窗口中打开该环境。

自定义导航流以访问其他 EPM 云环境
您可以自定义业务流程界面以从源环境的主页访问其他 EPM 云环境。例如，您可以向主页上添加来自其他 EPM 云环境的对象，如表单或报表。您可以通过自定义导航流来将这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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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卡）划分到群集中。来自目标 EPM 云环境的群集和卡可以直接包含在源 EPM云环境的导航流中。还可以使用导航流设计器自定义卡，使表格页中的每个选项卡均为来自不同环境的对象。
以下两个用例详细介绍了如何自定义导航流以访问其他 EPM 云环境：
• 将来自其他 EPM 云环境的卡划分到群集中
• 为卡配置来自多个 EPM 云环境的选项卡
要了解有关设计导航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设计自定义导航流”。

将来自其他 EPM 云环境的卡划分到群集中
您可以将来自不同 EPM 云环境的卡划分到一个可从源环境的主页访问的群集中。例如，您可以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创建一个由卡组成的群集，这些卡包含了 Narrative Reporting 中预构建的外部报表。

来自多个环境的卡也可以包含在源环境内的同一群集中。例如，Tax Reporting 用户可以在不离开 Tax Reporting 的情况下启动一个来自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的日记帐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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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通过自定义导航流来创建群集并向群集添加卡。
有关导航流的常规信息，请参阅“设计自定义导航流”。
要创建由来自其他 EPM 云环境的卡组成的群集：
1. 启动“导航流”页面，然后创建导航流或编辑现有导航流：

注：
要创建导航流，必须首先选择一个现有导航流并创建其副本。然后编辑重复的导航流详细信息并加以保存。

a. 依次单击工具和导航流。
b. 要创建导航流，请选择要复制的导航流，在页面的右上角单击 ，然后选择创建副本。输入导航流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注：
新流将标记为非活动，直至其被服务管理员激活。要激活或禁用导航流，请在活动列中，单击活动或非活动。一次只能有一个导航流处于活动状态。

c. 要编辑现有导航流，请单击要编辑的导航流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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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仅当导航流处于非活动状态时，才能进行编辑。如果要编辑的导航流处于活动状态，请确保在编辑之前将其标记为非活动。

2. 创建群集或添加现有群集：
a. 从导航流页面上，单击要在其中添加群集的导航流的名称（如果它尚未打开）。
b. 要创建新群集，请右键单击卡或群集（或单击 ），单击添加群集，输入或选择群集详细信息，然后选择群集的图标。
c. 如果您要添加来自其他环境的现有群集，请右键单击卡或群集（或单击添加现有卡/群集），在我的连接下选择目标环境，然后选择要添加到导航流的群集。

请注意以下事项：
• 无法使用添加现有卡/群集选项直接从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中选择群集。
• 从其他导航流或其他环境添加的群集将显示已在源导航流中定义的本地化标签。要更新导航流中的群集标签，请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对象标签。

请参阅“指定对象标签”。
3. 使用以下选项之一选择要包括在群集中的卡：

• 导航到要添加到群集的卡。如果该卡在其他环境中，请首先在我的连接下选择相应的环境，然后在该环境中导航到该卡。使用以下选项之一将该卡分配到群集：
– 在要移动的卡右侧的顺序列中，单击 。选择群集，然后单击确定。
– 单击卡的名称以查看卡详细信息，对于群集，选择该卡对应的群集，然后单击确定。

• 导航到要在其中添加新卡的群集。如果该群集在其他环境中，请首先在我的连接下选择相应的环境，然后在该环境中导航到该群集。右键单击该群集（或单
击 ），单击在群集中添加卡，然后选择一个选项：
– 选择添加现有卡，以选择现有卡或将其他群集中的现有卡添加到所选群集中。
– 选择添加卡，然后输入卡详细信息以将新卡添加到所选群集。

注：
如果卡或群集已从其他导航流引用，则无法将卡添加到群集。

卡将作为群集的子项显示在列表中。如果需要，可使用卡旁边的向上和向下箭头将群集中的卡重新排序。
4. 单击保存并关闭。
必须激活并重新加载导航流才能查看设计时更改。要重新加载导航流，请单击用户名旁边的向下箭头。然后，在设置和操作菜单上，单击重新加载导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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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激活并重新加载导航流后看不到引用的对象，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运维指南》中的“通过导航流处理问题”。

为卡配置来自多个 EPM 云环境的选项卡
您还可以自定义导航流中的卡，使表格页中的每个选项卡均为来自不同环境的对象。例如，
Planning 用户可以单击“收入”图标以启动一个卡，该卡中的水平选项卡显示 Narrative
Reporting 报表。
 

 您可以通过自定义导航流来创建表格卡。
有关导航流的常规信息，请参阅“设计自定义导航流”。
要配置由来自其他 EPM 云环境的选项卡和子选项卡组成的卡：
1. 启动导航流页面，然后创建导航流或编辑现有导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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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要创建导航流，必须首先选择一个现有导航流并创建其副本。然后编辑重复的导航流详细信息并加以保存。

a. 依次单击工具和导航流。
b. 要创建导航流，请选择要复制的导航流，在页面的右上角单击 ，然后选择创建副本。输入导航流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注：
新流将标记为非活动，直至其被服务管理员激活。要激活或禁用导航流，请在活动列中，单击活动或非活动。一次只能有一个导航流处于活动状态。

c. 要编辑现有导航流，请单击要编辑的导航流的名称。
2. 添加包含来自不同目标环境的对象的表格卡：

a. 如果您要添加来自其他环境的现有卡，请从导航流页面上，右键单击卡或群集
（或单击 ），单击添加现有卡/群集，在我的连接下选择目标环境，然后选择要添加到导航流的卡。
请注意以下事项：
• 无法使用添加现有卡/群集选项直接从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中选择卡。
• 从其他导航流或其他环境添加的卡将显示已在源导航流中定义的本地化标签。要更新导航流中的卡标签，请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对象标签。

请参阅“指定对象标签”。
b. 要将新的表格卡添加到导航流，请从导航流页面上，右键单击卡或群集（或单

击 ），单击添加卡，然后选择该卡的详细信息：
• 名称：输入卡的标签。
• 可见：选择卡是否在主页上对用户可见。
• 群集：如果存在群集，请为卡选择群集或选择无。
• 图标：选择将为要创建的卡显示的图标。从图标库提供的可用图标中进行选择。
• 内容：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页类型：选择多页（表格）格式。
– 方向：选择垂直或水平。

3. 将选项卡和子选项卡添加到表格卡：
a. 要添加现有选项卡，请右键单击一个选项卡，单击添加现有选项卡（或单击添加现有选项卡按钮），然后从对象库中选择一个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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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添加新选项卡，请右键单击一个选项卡，单击添加新选项卡（或单击添加新选项卡按钮），然后编辑选项卡详细信息。
c. 右键单击一个选项卡，单击添加新的子选项卡或添加现有子选项卡（或单击添加新的子选项卡或添加现有子选项卡按钮），然后从对象库中选择一个子选项卡或编辑子选项卡详细信息。
d. 对于对象，单击  在对象库中选择一个对象；例如，如果对象是一个表单，则从对象列表中选择特定的表单。可用的对象包括表单、仪表板和报表。要选择来自其他环境的对象，请在我的连接下选择目标环境，然后选择要添加到子选项卡的对象。
e. 重复添加选项卡和子选项卡，直到完成卡。

4. 单击保存并关闭。

注：
• 对于具有多个选项卡或子选项卡的卡，用户下次在同一会话中访问该卡时，将显示该用户之前访问的 后一个选项卡。如果用户注销，然后重新登录，则将显示默认选项卡。
• 从其他导航流或其他环境添加的选项卡或子选项卡将显示已在源导航流中定义的本地化标签。要更新导航流中的选项卡标签，请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对象标签。

请参阅“指定对象标签”。

必须重新加载导航流才能查看设计时更改。要重新加载导航流，请单击用户名旁边的向下箭头。然后，在设置和操作菜单上，单击重新加载导航流。
 

 

如果重新加载导航流后看不到引用的对象，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运维指南》中的“通过导航流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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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直接 URL 集成连接的环境
其他源系统（例如 Oracle ERP Cloud）可以嵌入 URL，从而直接链接到所连接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环境中的卡、选项卡和子选项卡中包含的对象。
其他云环境（例如 Oracle ERP Cloud）使用直接 URL 链接来打开连接的 EPM 云内容，例如表单、仪表板、infolet 和报表。要在 EPM 云和其他系统之间进行无缝集成，您可以复制连接的 EPM 云业务流程中对象的唯一 URL。可以按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复制唯一 URL：
• 复制业务流程中对象的单个 URL。请参阅“复制单个 URL”。
• 将业务流程中的所有 URL 导出到 CSV 文件，然后查找并复制唯一 URL。请参阅“将所有 URL 导出到 CSV 文件”。
视频
目标 观看此视频
了解如何使用直接链接在其他系统（例如 ERP云和 NetSuite）中嵌入 EPM 云内容。此外，还可以了解新的外观选项，从而享受高效的
Redwood 体验、应用自定义标识和水印以及从页面中删除业务流程名称。

 介绍：嵌入的直接链接和外观优化

复制单个 URL
可使用对象列表页面上的复制 URL 选项复制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业务流程中对象（仪表板、表单、Infolet 或报表）的唯一 URL。
要复制对象的唯一 URL：
1. 从主页中，打开对象的列表页面。

例如，单击仪表板、数据、Infolet 或报表。
2. 从列表页面中，单击对象旁边的 ，然后选择复制 URL。
3. 复制 URL 对话框显示对象的唯一 URL。复制 URL。只有有权访问目标对象的用户才能对其执行操作。

将所有 URL 导出到 CSV 文件
可使用导出 URL 选项创建 CSV 文件，以便为连接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业务流程中的每个卡、选项卡或子选项卡提供唯一 URL。URL 按导航流和群集分组，因此更容易在 CSV 文件中找到 URL。您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或
Microsoft Excel 打开 CSV 文件，并将相关的 URL 嵌入源系统页面中，用作访问 EPM云的启动点。
要将 EPM 云 URL 导出到 CSV 文件：
1. 登录到 EPM 云环境。
2. 从主页中，单击用户名（屏幕右上角）旁边的向下箭头。
3. 在设置和操作菜单上，单击导出 URL，然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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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 CSV 文件保存到本地计算机上的默认下载文件夹中，并且会根据服务器的当前日期和时间自动生成文件名；例如 19_Feb_2021 13_15_38 Navigation Flow URLs.csv。在下载文件夹中找到该文件，然后使用文本编辑器或 Microsoft Excel 将其打开。
查看导出的 URL 文件
CSV 文件列出了业务流程中的所有 URL。每个卡、选项卡（垂直选项卡）和子选项卡（水平选项卡）都有唯一的 URL。在记事本之类的文本编辑器中或在 Microsoft Excel 中查看文件时，它会识别每个卡、选项卡和子选项卡唯一的 URL，因此您可以更轻松地找到每个对象的
URL。URL 按导航流和群集分组。

Note:

只有卡、选项卡和子选项卡具有 URL。导航流和群集没有 URL。

Table 6-1    直接 URL 导出文件的标题
标题 说明
导航流名称 导航流的名称；例如“默认”或“资金流”。
状态 导航流的状态；例如“活动”或“非活动”。
类型 输入类型；例如群集、卡、选项卡或子选项卡
名称 包含对象的群集、卡、选项卡或子选项卡名称。对于不直接包含对象的群集或卡，此条目将为空。
对象类型 对象的类型；例如“表单”、“仪表板”、“财务报表”和

URL 类型对象。
对象名称 对象的名称，或者 URL 类型对象的目标页直接

URL。

Caution:

如果显示直接 URL，请勿将此 URL 与用于集成连接环境的唯一 URL 混淆。

URL 用于集成连接环境的唯一 URL。
可见 指示导航流中的对象在主页上对用户或组是否可见；例如，Y 或 N。
角色/组 可以查看导航流的角色或组。如果导航流为“全局”，则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
说明 导航流（如果提供）的说明。

URL 导出文件提供的信息用竖线 ( | ) 分隔符分隔。以下是在记事本中显示的直接 URL 导出文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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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Microsoft Excel 中查看 URL 导出文件：
1. 打开 Excel，然后单击数据菜单。
2. 依次单击新建查询、从文件和从 CSV。
3. 找到并选择导出的 CSV 文件，然后单击导出。新窗口将显示 CSV 文件中的数据。
4. 要使 CSV 文件的第一行成为标题行，请依次单击编辑、将第一行用作标题和关闭并加载。
生成的 Excel 文件类似于以下示例：

找到并复制要集成到其他连接环境中的卡、选项卡或子选项卡的唯一 URL（位于 URL列中）。只有 URL 目标将会打开，并且有权访问目标对象的用户可以像在目标业务流程中那样执行相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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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设计自定义导航流
使用导航流自定义业务流程界面通过导航流，设计者可以控制角色或组与业务流程交互的方式。
另请参阅：
• 了解导航流
• 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了解导航流
导航流允许业务流程设计者控制各种角色或组与业务流程的交互方式。借助“导航流设计器”，您可以自定义业务流程界面。例如，您可以更改显示在主页上的卡和群集的名称以及它们的显示顺序。您可以隐藏卡，创建新卡，也可以将卡划分到群集中。您还可以自定义卡上显示的垂直选项卡和水平选项卡。
视频
目标 观看此视频
了解如何自定义导航流。

 在 Planning 中设计导航流
查看自定义工作流的突出功能。

 介绍：在 EPM 云中自定义工作流
相关主题
• 在业务流程界面中可以自定义哪些内容？
• 导航流自定义类别
• 导航流权限
• 预定义的导航流
• 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在业务流程界面中可以自定义哪些内容？
• 卡或选项卡的标签
• 用于卡或选项卡的图标
• 隐藏和取消隐藏卡和选项卡
• 卡和选项卡的显示顺序
• 添加新卡
• 添加现有卡
• 添加新的水平或垂直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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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导航流、卡和选项卡
• 将卡划分到群集中
• 添加现有群集
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导航流自定义类别
自定义导航流时，可按如下方式进行分类：
1. 全局：所有用户都能看到导航流
2. 角色：只有具有特定角色的用户（例如用户或超级用户）才能看到导航流
3. 组：只有属于特定组的用户才能看到导航流
可以在上述任意级别定义导航流。如果多个级别存在导航流，则将按从 高级别（全局）到 低级别（组）的顺序应用更新。
例如，如果您创建了一个导航流以在主页上显示一个名为“我的任务”的图标，之后另一位服务管理员复制该导航流，对该卡进行以下更改，然后将该导航流与一个组相关联：
• 在全局级别，将“我的任务”重命名为“公司任务”
• 在组级别，对于“销售”组，将“我的任务”重命名为“销售任务”
属于“销售”组的用户在导航流中会看到标签“销售任务”而非“我的任务”，而所有其他用户会看到标签“公司任务”。

导航流权限
业务流程为导航流提供了三个级别的权限：
• 基于角色：为分配给特定角色的用户或组授予权限；例如，用户在主页上看到的卡与服务管理员看到的卡不同
• 基于对象：为可以看到某些对象的用户或组授予权限；例如，用户只能看到为其分配了权限的表单
• 全局：为所有用户授予权限

预定义的导航流
业务流程附带有一个预定义的导航流，称为默认。“默认”导航流是只读的；因此，无法对其进行任何修改。
下面是您可以和不可以对默认导航流执行的操作：
• 名称：您无法修改名称。
• 删除：您无法删除导航流。
• 编辑：您可以查看导航流详细信息，但无法更改任何内容。
• 激活或禁用：您可以激活或禁用导航流。
• 复制：您可以创建导航流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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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服务管理员可以在“导航流”页面中查看导航流的列表，包括预定义的导航流。
“导航流”页面按名称列出每个导航流，指示有权访问导航流的角色或组（若分配），并提供导航流的说明（若提供）。该列表还指示导航流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要查看导航流：
1. 依次单击工具和导航流。
2. 要使用导航流，请执行以下操作：

• 有关设计 佳做法和注意事项，请参阅“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
• 要创建和复制导航流，请参阅“创建和复制导航流”。
• 要编辑导航流，请参阅“编辑导航流”。
• 要激活或禁用导航流，请参阅“激活和禁用导航流”。
• 要验证导航流，并了解如何查找和解决缺少对象的导航流元素，请参阅“使用“验证”查找导航流中缺少的对象”。
• 要解决列表中显示警告图标  的导航流问题，请参阅“解决显示警告图标的导航流问题”。
• 要对卡和选项卡进行重命名，请参阅“自定义用于卡、选项卡和群集的标签”。
• 要自定义用于卡和选项卡的图形，请参阅“自定义用于卡和垂直选项卡的图标”。
• 要隐藏和取消隐藏卡和选项卡，请参阅“隐藏和取消隐藏群集、卡和选项卡”。
• 要更改卡在主页上的显示顺序，请参阅“更改卡在主页上的显示顺序”。
• 要添加卡，请参阅“添加卡”。
• 要添加选项卡，请参阅“向表格页添加选项卡”。
• 要删除导航流、卡和选项卡，请参阅“删除导航流、卡和选项卡”。
• 要将卡划分到群集中，请参阅“将卡划分到群集中”。

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
为了提供 佳的用户体验并避免在主页以及卡和选项卡中过度滚动，在设计导航流时必须遵循以下准则：
• 保持顶层项（卡和群集）不超过 16 个可见项。
• 向群集添加的可见卡不超过 16 张。
• 在一个卡中添加不超过 10 个可见的垂直选项卡。
• 在一个垂直选项卡中添加不超过 20 个可见的子选项卡（水平选项卡）。
• 在运行时，子选项卡（水平选项卡）上的标签名称仅显示前 30 个字符。将光标悬停在选项卡上可显示整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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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您尝试超出可见性限制，您将看到一条警告消息，告知您已超出限制。

导航流以及导航流中的卡、群集、选项卡和 Infolet（如果业务流程使用 Infolet）有命名限制。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符：
• 和号 ( & )

• 小于号 ( < )

• 大于号 ( > )

• 引号 ( " )

• 反斜线 ( \ )

• 加号 ( + )

创建和复制导航流
要创建导航流，必须首先选择一个现有导航流并创建其副本。然后编辑重复的导航流详细信息并加以保存。
要创建和复制导航流：
1. 打开导航流页面。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2. 在页面的右上角单击 ，然后选择创建副本。
3. 输入导航流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注：
确保遵守“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中列出的导航流命名限制。

4. 编辑导航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编辑导航流”。

注：
新流将标记为非活动，直至其被服务管理员激活。要激活导航流，请参阅“激活和禁用导航流”。

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编辑导航流

要编辑导航流：
1. 打开导航流页面。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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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要编辑的导航流的名称。

注：
预定义的导航流不可编辑。但是，您可以创建预定义导航流的副本并编辑该副本。请参阅“预定义的导航流”。

您将看到一个页面，其中列出了导航流中的卡和群集。在该页面上，可以编辑角色或组分配、指定哪些群集和卡在主页上可见、更改导航流中群集和卡的显示顺序、在群集中添加或删除卡，以及从导航流中删除群集和卡。
• 分配到：单击  可将导航流分配到用户组或角色。
• 可见：通过在可见列中选择或取消选择导航流群集和卡，编辑它们在主页上的可见性。

注：
确保遵守“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中列出的有关可见性的导航流准则。

• 顺序：群集和卡按照它们在主页上的显示顺序列出（如果可见）。选择向上或向下箭头选项会改变群集和卡在列表中的位置并更改群集和卡在主页上的显示顺序。选择右箭头可将卡移动到群集中。
• 删除：从导航流中删除群集或卡。

3. 单击群集或卡以编辑其详细信息。有关卡详细信息的说明，请参阅以下主题：
• 添加卡
• 向表格页添加选项卡

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激活和禁用导航流

您可以为每个类别（全局、角色或组）创建多个导航流，但每个类别中只能有一个导航流处于活动状态。当您将一个导航流设置为活动状态时，同一个类别中的其他导航流将变为非活动状态。

注：
每个业务流程都需要一个活动的全局导航流。要使其他的全局导航流变为活动状态，请选择另一全局导航流并将其激活。

有关类别的信息，请参阅“导航流自定义类别”。
以下是用户可以和不可以对处于活动状态的导航流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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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用户无法修改名称。
• 删除：用户无法删除导航流。
• 编辑：

– 用户可以查看导航流定义，但不能更改任何内容。
– 如果业务流程处于管理模式，则用户可以保存任何修改内容。

• 激活或禁用：用户可以激活或禁用导航流。
• 复制：用户可以创建导航流的副本。
要激活或禁用导航流：
1. 打开导航流页面。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2. 在活动列中，单击活动或非活动。活动流将被标记为非活动。相反，非活动流将被标记为活动。

使用“验证”查找导航流中缺少的对象
查看导航流列表时，可能会看到显示错误图标  的导航流节点或对象。出现此错误是因为，与导航流关联的对象已被重命名或删除，因此现在被视为缺少。您将需要编辑导航流以将其与已重命名的对象或其他对象关联，然后才能激活导航流。您可能不会意识到对象被视为缺少，因此建议先验证导航流，然后再将其设置为“活动”状态。

Note:

要解决显示警告图标  的导航流问题，请参阅“解决显示警告图标的导航流问题”。

要验证导航流以查找缺少的对象并将其重新关联：
1. 打开导航流页面。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2. 如果尚未禁用要验证的导航流，请将其设置为非活动状态。请参阅“激活和禁用导航流”。
3. 突出显示要验证的导航流所在的行。
4. 单击 ，然后选择验证。

如果缺少对象，您将看到一条错误消息，指示哪些导航流引用了找不到的对象。
5. 单击存在错误的每个导航流的名称，然后展开显示错误图标  的节点，直至到达显示缺少的对象的“管理”页面。
6. 对于对象，单击  以在对象库中选择已重命名的对象或其他对象。
7. 单击保存并关闭。
8. 根据需要对导航流重复进行验证并向下钻取以进行更正，直至您看到指示导航流有效的消息。
9. 激活导航流。请参阅“激活和禁用导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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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解决显示警告图标的导航流问题

查看导航流列表时，可能会看到显示警告图标  的导航流。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与导航流关联的组已被删除。您需要编辑导航流，使其与组或角色关联，然后才能激活导航流。

Note:

要解决显示错误图标  的导航流问题，请参阅“使用“验证”查找导航流中缺少的对象”。

要解决导航流问题：
1. 打开导航流页面。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2. 单击显示警告图标  的导航流的名称。
3. 对于分配到，单击  以将导航流分配到用户组或角色，然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4. 激活导航流。请参阅“激活和禁用导航流”。
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自定义用于卡、选项卡和群集的标签
可以自定义用于卡（显示在主页上的图标）、选项卡和群集的标签。标签不能超过 25 个字符。对于垂直选项卡，没有字符限制，因为用于垂直选项卡的标签将显示为悬停文本。
要自定义用于卡、选项卡和群集的标签：
1. 打开导航流页，然后单击要编辑的导航流名称。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2. 如果自定义用于某个卡或群集的标签：

a. 单击要编辑的卡或群集的名称。
b. 输入新的名称并加以保存。

注：
• 您可以在此处编辑标签。但是，如果在工具群集的对象标签页面中定义了标签，则该定义的优先级更高，并且会在运行时显示。要永久更改某个标签，请在对象标签页面中重新定义该标签。

请参阅“指定对象标签”。
• 确保遵守“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中列出的命名限制。

3. 如果自定义用于某个选项卡的标签：
a. 单击要编辑的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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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管理选项卡页面上的选项卡列表中，单击要编辑的选项卡的名称。
c. 为该选项卡输入新的名称并加以保存。

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自定义用于卡和垂直选项卡的图标

您可以更改用于卡和垂直选项卡的图标。您必须从图标库提供的可用图标中进行选择。
要自定义用于卡和垂直选项卡的图标：
1. 打开导航流页，然后单击要编辑的导航流名称。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2. 如果自定义卡的图标：

a. 单击要编辑的卡的名称。
b. 单击该卡的图标，从库中选择新的图标，然后将其保存。

3. 如果自定义选项卡的图标：
a. 单击要编辑的图标的名称。
b. 在管理选项卡页面上的选项卡列表中，单击要编辑的选项卡的名称。
c. 单击该选项卡的图标，从库中选择新的图标，然后将其保存。

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隐藏和取消隐藏群集、卡和选项卡

您无法隐藏以下导航元素：
• 应用程序群集以及应用程序群集中的设置图标。
• 工具群集以及工具群集中的以下图标：

– 访问控制
– 导航流
– 日常维护
– 迁移

确保遵守“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中列出的有关可见性的导航流准则。
要隐藏和取消隐藏群集、卡和选项卡：
1. 单击导航流图标，然后单击要编辑的导航流的名称。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2. 通过在可见列中选中或取消选中导航流群集和卡来编辑它们在主页上的可见性。
3. 如果隐藏或取消隐藏选项卡：

a. 单击要编辑的卡的名称。
b. 在管理选项卡页面上的选项卡列表中，选中或取消选中可见列中的复选框。

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更改卡在主页上的显示顺序

您可以在导航流设计器中更改卡的显示顺序。卡将按照其在列表中的顺序显示在主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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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改卡在主页上的显示顺序：
1. 打开导航流页面。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2. 在列表中，使用顺序列中的向上和向下箭头在导航流顺序中上移或下移卡。
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添加卡
您在主页上看到的图标表示卡。卡特定于业务流程的每个功能区域。每个卡都会将用户导航到相应的区域，在此区域中其他信息会显示为一个或多个选项卡页。您可以创建单页或多页（表格）卡。
为确保 佳用户体验，请查看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请参阅“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
您也可以将卡划分到群集中。请参阅“将卡划分到群集中”。
要将卡添加到导航流：
1. 打开导航流页，然后单击要编辑的导航流名称。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2. 要将现有卡添加到导航流，请右键单击列表中的卡或群集（或单击 ），单击添加现有卡/群集，然后选择卡。如果您要添加来自其他环境的现有卡，请右键单击列表中的卡或群

集（或者单击 ），单击添加现有卡/群集，在我的连接下选择目标环境，然后选择要添加到导航流的卡。
请注意以下事项：
• 无法使用添加现有卡/群集选项直接从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中选择卡。
• 从其他导航流或其他环境添加的卡将显示已在源导航流中定义的本地化标签。要更新导航流中的卡标签，请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对象标签。

请参阅“指定对象标签”。
• 引用卡是指已从其他导航流引用的卡。导航流中不支持对已引用卡的引用，并且在添加现有卡时，此类引用在对象库中不可供选择；例如：

– 在添加现有卡时，无法使用对象库中引用远程对象或远程选项卡的卡。
– 在添加现有卡时，无法使用对象库中引用其他导航流中选项卡的卡。

卡将作为当前所选卡或群集下的同级添加到列表中。要将卡添加到群集，请参阅“将卡划分到群集中”。

注：
如果在未首先选择卡或群集的情况下添加卡，卡将添加到列表的末尾。

3. 要将新卡添加到导航流，请右键单击列表中的节点（或单击 ），单击添加卡，然后选择新卡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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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新卡详细信息
标签 说明
名称 输入卡的标签。

确保遵守“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中列出的命名限制。
可见 选择卡是否在主页上对用户可见。
群集 如果存在群集，请选择卡的群集，或者选择无。
图标 选择将为正在创建的卡显示的图形。从图形库所提供的可用图形中选择。
页类型 选择单页或表格页格式。
内容源 如果您选择的是单页格式，请选择对象或

URL：
• 对于对象，单击  在对象库中选择一个对象；例如，如果对象是一个表单，则从对象列表中选择特定的表单。可用的对象包括表单、仪表板和报表。要选择来自其他环境的对象，请在我的连接下选择目标环境，然后选择要添加的对象。
• 对于 URL，输入完整的 URL（例如，用于在卡中嵌入 Oracle Analytics Cloud仪表板的 URL），然后单击预览以验证弹出窗口中的 URL。

仅插入以 https:// 安全协议开头的外部站点 URL。请不要使用内部 URL 或相对 URL，也不要使用未经许可的第三方网站的 URL。请参阅“关于使用 URL在 EPM 云应用程序中嵌入第三方页面”。
方向 如果您选择的是表格页格式，请选择垂直或水平，然后添加新的或现有的选项卡和子选项卡。请参阅“向表格页添加选项卡”。
卡将作为当前所选卡或群集下的同级添加到列表中。要将卡添加到群集，请参阅“将卡划分到群集中”。

注：
如果在未首先选择卡或群集的情况下添加卡，卡将添加到列表的末尾。

4. 单击保存并关闭。
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向表格页添加选项卡
选项卡可以是水平的，也可以是垂直的。例如，有效交叉点卡（在应用程序群集下）是一个表格页，该页具有两个水平选项卡：设置和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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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您的环境使用默认的 Redwood 体验主题，则设置和报表选项卡位于页面底部。

还可以创建包含垂直选项卡的表格页。垂直选项卡会显示一个图形，将鼠标悬停在选项卡上时会显示文本。水平选项卡会显示仅带有文本的标签或带有图标的文本。
为确保 佳用户体验，请查看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请参阅“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
要向表格页添加选项卡：
1. 打开导航流页，然后单击要编辑的导航流名称。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2. 编辑现有卡（通过单击要编辑的卡的名称），或添加新卡（通过右键单击一个卡（或单击

），然后单击添加卡）。
3. 在管理卡页面上，选择以下选项：

• 针对页类型选择表格页。
• 对于方向，选择垂直或水平。
管理卡页的底部会显示选项卡列表。

4. 要编辑现有选项卡，请单击选项卡列表中的某个选项卡名称，然后编辑选项卡详细信息。
5. 要添加新的或现有选项卡：

a. 要添加现有选项卡，请右键单击管理卡页面底部列表中的选项卡，单击添加现有选项卡（或单击添加现有选项卡按钮），从对象库中选择一个选项卡，然后单击确定。

注：
引用选项卡是指已从其他导航流引用的选项卡。导航流中不支持对已引用选项卡的引用，并且在添加现有选项卡时，此类引用在对象库中不可供选择；例如：
• 在添加现有选项卡时，无法使用对象库中引用远程对象或远程子选项卡的选项卡。
• 在添加现有选项卡时，无法使用对象库中引用其他导航流中子选项卡的选项卡。

b. 要添加新选项卡，请右键单击一个选项卡，单击添加新选项卡（或单击添加新选项卡按钮），然后编辑选项卡详细信息。
c. 为新选项卡选择内容：

• 对于对象，单击  在对象库中选择一个对象；例如，如果对象是一个表单，则从对象列表中选择特定的表单。可用的对象包括表单、仪表板和报表。要选择来自其他环境的对象，请在我的连接下选择目标环境，然后选择要添加的对象。
• 对于 URL，输入完整的 URL（例如，用于在选项卡中嵌入 Oracle Analytics

Cloud 仪表板的 URL），然后单击预览以验证弹出窗口中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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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插入以 https:// 安全协议开头的外部站点 URL。请不要使用内部 URL或相对 URL，也不要使用未经许可的第三方网站的 URL。请参阅“关于使用
URL 在 EPM 云应用程序中嵌入第三方页面”。

选项卡将作为当前所选选项卡下的同级添加到列表中。

注：
如果在未首先选择选项卡的情况下添加选项卡，选项卡将添加到列表的末尾。

6. 要将新的或现有子选项卡添加到某个选项卡：
a. 单击选项卡列表中某个选项卡的名称。
b. 针对页类型选择表格页。
c. 右键单击一个选项卡，单击添加新的子选项卡或添加现有子选项卡（或单击添加新的子选项卡或添加现有子选项卡按钮），然后编辑子选项卡详细信息。
d. 为新的子选项卡选择内容：

• 对于对象，单击  在对象库中选择一个对象；例如，如果对象是一个表单，则从对象列表中选择特定的表单。可用的对象包括表单、仪表板和报表。要选择来自其他环境的对象，请在我的连接下选择目标环境，然后选择要添加的对象。
• 对于 URL，输入完整的 URL（例如，用于在子选项卡中嵌入 Oracle

Analytics Cloud 仪表板的 URL）。单击预览以验证弹出窗口中的 URL。
仅插入以 https:// 安全协议开头的外部站点 URL。请不要使用内部 URL或相对 URL，也不要使用未经许可的第三方网站的 URL。请参阅“关于使用
URL 在 EPM 云应用程序中嵌入第三方页面”。

子选项卡将作为当前所选选项卡下的同级添加到列表中。

注：
如果在未首先选择选项卡的情况下添加子选项卡，子选项卡将添加到列表的末尾。

7. 单击保存并关闭。
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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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对于具有多个选项卡或子选项卡的卡，用户下次在同一会话中访问该卡时，将显示该用户之前访问的 后一个选项卡。如果用户注销，然后重新登录，则将显示默认选项卡。
• 从其他导航流或其他环境添加的选项卡或子选项卡将显示已在源导航流中定义的本地化标签。要更新导航流中的选项卡标签，请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对象标签。

请参阅“指定对象标签”。

关于使用 URL 在 EPM 云应用程序中嵌入第三方页面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使用 IFrame 嵌入第三方 URL。IFrame要求待嵌入的页面必须批准在目标页面中执行嵌入操作。例如，如果我们想在 EPM 云应用程序中嵌入来自 sharepoint.com 的页面，则 sharepoint.com 必须允许 oraclecloud.com 嵌入来自 sharepoint.com 的页面。
这可以通过在需要嵌入其页面的 Web 应用程序的“内容安全策略”中添加 oraclecloud.com 来实现。
嵌入第三方页面时，您还必须考虑该页面是否可供公众使用或是否需要登录。例如，来自
wikipedia.org 的页面不需要任何身份验证。
如果您要嵌入的页面需要身份验证，则需要查看是否可以为该页面启用 SSO。如果不可以，则可能无法在 IFrame 内加载您的页面。解决方法是，在另一个浏览器选项卡中登录到该 Web 应用程序，之后，如果您从 EPM 云应用程序访问同一页面，该页面将打开。
此 URL 支持功能允许您嵌入以下类型的页面：
• 其他 Oracle 产品（将需要启用 SSO）
• 客户拥有的 Web 应用程序（将需要通过更新内容安全策略并启用 SSO 或类似方式来允许

EPM 云应用程序）
• 来自公共域（例如，wikipedia.org）的页面

删除导航流、卡和选项卡
无法删除以下导航元素：
• 应用程序群集以及应用程序群集中的设置图标。
• 工具群集以及工具群集中的以下图标：

– 访问控制
– 导航流
– 日常维护
– 迁移

要删除导航流、卡和选项卡：
1. 打开导航流页面。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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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删除导航流：
a. 选择要删除的导航流。
b. 在页面的右上角单击 ，然后选择删除。

注：
无法删除名为“默认”的预定义导航流。

3. 要删除卡：
a. 单击要编辑的导航流的名称。
b. 在待删除卡的删除列中，单击 。

4. 要删除选项卡：
a. 单击要编辑的导航流的名称。
b. 单击要编辑的卡的名称。
c. 在管理选项卡页面底部的选项卡列表中，单击待删除选项卡删除列中的 。

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将卡划分到群集中

群集是一组卡。您必须先创建一个群集，然后才能将卡分配到群集中。还可以将现有群集添加到导航流。
为确保 佳用户体验，请查看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请参阅“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
要将卡分配到群集：
1. 创建新群集或添加现有群集：

a. 打开导航流页面，然后单击要在其中添加群集的导航流的名称。请参阅“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b. 要创建新群集，请右键单击列表中的卡或群集（或单击 ），单击添加群集，输入或选择群集详细信息，然后选择群集的图形。

注：
确保遵守“导航流设计 佳做法和命名注意事项”中列出的可见性和命名限制。

群集将作为当前所选群集下的同级添加到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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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在未首先选择卡或群集的情况下添加群集，群集将添加到列表的末尾。

c. 要添加现有群集，请右键单击列表中的卡或群集（或单击 ），单击添加现有卡/群集。如果您要添加来自其他环境的现有群集，请右键单击列表中的卡或群集（或者单
击 ），单击添加现有卡/群集，在我的连接下选择目标环境，然后选择要添加到导航流的群集。

注：
• 无法使用添加现有卡/群集选项直接从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中选择群集。
• 从其他导航流或其他环境添加的群集将显示已在源导航流中定义的本地化标签。要更新导航流中的群集标签，请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对象标签。

请参阅“指定对象标签”。
• 引用群集是指已从其他导航流引用的群集。导航流中不支持对已引用群集的引用，并且在添加现有群集时，此类引用在对象库中不可供选择。

群集将作为当前所选卡或群集下的同级添加到列表中。

注：
如果在未首先选择卡或群集的情况下添加群集，群集将添加到列表的末尾。

d. 单击保存并关闭。
2. 使用以下选项之一选择要包括在群集中的卡：

a. 导航到要添加的卡。如果该卡在其他环境中，请首先在我的连接下选择相应的环境，然后在该环境中导航到该卡。使用以下选项之一将该卡分配到群集：
• 在卡右侧的顺序列中，单击 ，选择群集，然后单击确定。
• 单击卡的名称以查看卡详细信息，对于群集，选择该卡对应的群集，然后单击确定。

b. 导航到要在其中添加卡的群集，然后右键单击该群集（或单击 ），单击在群集中添加卡，然后选择一个选项：
• 选择添加现有卡，以选择现有卡或将其他群集中的现有卡添加到所选群集中。
• 选择添加卡，然后输入卡详细信息以将新卡添加到所选群集。

第 7 章查看和使用导航流

7-15



注：
如果卡或群集已从其他导航流引用，则无法将卡添加到群集。

c. 单击保存并关闭。
卡将作为群集的子项显示在列表中。如果需要，可使用卡旁边的向上和向下箭头将群集中的卡重新排序。

要重新加载导航流以查看设计时更改，请参阅“重新加载导航流”。
重新加载导航流

在处理导航流时要显示设计更改，可以重新加载导航流。
要在进行设计更改之后重新加载导航流：
1. 从主页中，单击用户名（屏幕右上角）旁边的向下箭头。
2. 在设置和操作菜单上，单击重新加载导航流。

在运行时切换导航流
如果您属于多个组或者为角色分配了导航流，则可以访问多个导航流。
要在运行时切换导航流：
1. 从主页中，单击 。
2. 选择您要查看的导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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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设计 Infolet

相关主题
• 关于 Infolet

• Infolet 解析
• 确定 Infolet 内容
• 使用 Infolet 设计器
• 创建 Infolet

• 使用 Infolet

• 自定义应用程序界面以访问 Infolet

关于 Infolet
用户通过 Infolet 可以查看从不同源生成的高级重要信息并进行交互操作，以便可以快速评估哪里需要注意。管理员可以创建、重新设计和删除 Infolet，还可以分配对 Infolet 的权限。

观看以下介绍视频，了解如何设计 Infolet。  介绍视频
Infolet 是什么？
Infolet 是一种交互式自包含盒形容器，用于使用文字和图表显示信息。Infolet 是交互式的，它使用渐进展开方式来显示聚合的高级重要信息，以便用户一目了然并快速使用，然后可以根据需要对其采取操作。Infolet 可以翻转及调整大小， 多可显示三个图表或三组值。
 

 

有关 Infole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Infolet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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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Infolet？
Infolet 用于：
• 提升易于使用的重要信息
• 为您 关键的问题提供答案：

– 哪些是新的，或哪些发生了变化？
– 支持我的工作的 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 按用户角色对关键信息分组，以帮助用户快速评估自己的工作并确定优先级
• 以渐进方式显示重要详细信息和操作

在各种 Infolet 视图中显示这些附加详细信息，可通过翻转或展开 Infolet 来访问这些信息。但是，只能使用一个 Infolet 视图。
• 以视觉丰富的方式显示重要或摘要信息
请勿使用 Infolet 提供高度复杂的信息（例如，报表功能）或呈现详细的视觉内容。
请参阅“确定 Infolet 内容”。
Infolet 页面是什么？
Infolet 页面中包含一个或多个 Infolet。它充当一个容器，管理 Infolet 占用的空间，并根据浏览器的大小和 Infolet 的大小重新排列这些 Infolet。您创建的每个 Infolet 都属于一个 Infolet 页面。从主页中，单击库，然后单击 Infolet 选项卡以查看 Infolet 页面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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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上图中所绘的有些功能在此更新中并不受支持。Oracle 计划在以后的更新中支持这些功能。

请参阅“使用 Infolet”。
Infolet 解析

Infolet 视图
Infolet 多支持三个视图：
• 前视图（必需）
• 后视图（可选）
• 展开视图（可选）
Infolet 视图遵循对基础表单和维分配的访问权限。因此，如果不同用户具有不同的访问权限，则他们使用同一 Infolet 时显示的视图可能会有所不同。
前视图（必需）
前视图是必需的，并且：
• 让您可以快速查看或一眼明了直接影响自己工作的高级信息；例如，前视图可以显示状态、计数、合计或 新更新
• 提升快速进行的操作，以帮助您发现可能要深入查看的重要信息
• 可使用 3x2 以外的所有 Infolet 大小（有关 Infolet 大小的信息，请参阅下文）
• 将扩展视图恢复到其前视图或后视图原始大小
• 包括一个仅在悬停时可用的“操作”菜单图标，以及右下角的（可选）翻转到后视图图标或扩展图标

注：
如果只显示一个视图，则必须是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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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视图（可选）
后视图是可选的，并且：
• 显示分析信息（例如，图形）
• 提升扫描操作，以帮助您查看或深入了解前视图上显示的信息
• 可调整为与前视图相同大小
• 包括一个仅在悬停时可用的“操作”菜单图标，左下角的翻转到前视图图标，以及右下角的（可选）扩展图标
 

 已展开视图（可选）
扩展视图是可选的，并且：
• 显示有关前视图和后视图中显示的单个数据点或相互依赖的数据集的更多详细信息；例如扩展视图可以显示有关前视图或后视图中显示其内容的对象或 近项列表的更多详细信息。
• 提供足够的信息以帮助您确定是否已准备好采取操作以及转到工作区页面上的聚焦上下文
• 从其他视图平滑地转换。一个 Infolet 将其他视图推送到新位置时，扩展过程平滑、无缝地进行。
• 大小必须调整到大于前视图或后视图
• 包括一个仅在悬停时可用的“操作”菜单图标，以及右下角的折叠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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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let 大小
Infolet 可以按以下所示调整大小：

注：
1x1 是指一个列和行宽度（170 像素）的框。

• 1x1

• 2x1

• 3x1

• 2x2

• 3x2（仅限扩展视图）
前视图和后视图的大小总是相同。更改前视图的大小会自动重置后视图的大小。由于扩展视图的大小必须始终大于前视图/后视图的大小，因此，如果 Infolet 的前视图/后视图的大小扩大，则扩展视图会自动重置到大于前视图/后视图的大小。

注：
前视图和后视图的大小不能采用 3x2。此大小仅适用于扩展视图。

可在设计器中使用 Infolet 菜单在属性框中设置视图的大小和标题。请参阅“使用 Infolet 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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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folet 视图之间导航
可以创建包含以下视图组合之一的 Infolet：
1. 仅前视图
2. 前视图和后视图
3. 前视图和扩展视图
4. 前视图、后视图和扩展视图
可通过单击 Infolet 右下角或左下角的翻转图标、扩展图标或折叠图标来控制视图之间切换。将光标悬停在底角上可显示翻转、扩展或折叠图标。

确定 Infolet 内容
确定 Infolet 内容时应考虑以下一般性提示：
• 注意现有仪表板和工作区页面。

仪表板和工作区页面是非常好的起始点，因为它们显示信息摘要的集合。
• 应用 10/90/90 原则。

找出易于使用的 重要信息，以解决从前 10% 的用例中收集的常见问题。这些用例可以来自您的企业 - 来自商业智能、社交、事务、外部等。
然后基于此信息找出 90% 的用户在 90% 的查看时间内受益的方面。可以将此
10/90/90 百分比原则应用于现有仪表板内容、现有工作区页面内容，通常也可应用此原则为 Infolet 过滤符合条件的信息。

• 以常见业务问题形式重述排在前列的用例。
以回答这些业务问题的方式确定相应的 Infolet 内容；例如，多少订单处于危险状态（按状态列出）？

• 查找一个信息点或一组紧密相关、相互依赖的信息点，而不是多个信息点。
确定 Infolet 内容的过程与确定仪表板内容所用过程类似，但深入到分析层次。查找数据点或数据集中适合显示在不超过三个信息层次视图中以及可回答关键业务问题的信息。

• 首先确定 重要的一点。
一个 Infolet 显示与用户需要了解的事件或用户需要解决的任务有关的一个数据方面或信息点的相关聚合信息。
如果仪表板包含一个或多个对象的多个方面（例如，数值合计与货币合计），则首先确定 重要的一点，并将其作为简单的概括信息（例如，作为使用样式化数值的合计）添加到 Infolet 的前视图中。然后确定后视图的内容（如果需要）。 后，确定扩展视图的内容（如果需要）。
Infolet 中的视图不应超过三个。如果只有一个数据点或只有一个紧密相关、相互依赖的数据集要显示在 Infolet 中，则只使用前视图。

相关链接
为 Infolet 设计表单
为 Infolet 设计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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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Infolet 设计表单
在 Infolet 中只使用包含较小数据集的简单表单。在 Infolet 中遵循为表单设置的权限。
可以创建明确用于 Infolet 的表单：
• Infolet 中使用的表单的单元格应少于传统数据输入表单；例如，Infolet 中使用的表单 多只能有 12 个单元格。
• Infolet 中使用的表单的行和列不应超过 12 个。如果表单的行和列超过 12 个，则 Infolet将只显示前 12 个行和列。
• Infolet 当前不支持页面维或 POV，因此，Infolet 中使用的表单不应包含页面维。
• 如果 Infolet 中使用的表单包含具有扩展成员的网格，则 Infolet 将显示该表单中的所有成员，包括扩展成员。

为 Infolet 设计图表
可使用图表中的标题和子标题显示静态上下文。
Infolet 中可以使用六种类型的图表：
• 条形图 - 以图形方式显示多个数据值的摘要，以用于比较。条形图可以垂直或水平绘制。建议条形图 Infolet 中 多包含 8 个条形。
• 柱状图 - 显示以堆叠方式表示不同数据集的堆积条形。生成的条形高度显示的是数据集的组合结果。
• 饼图 - 这是圆形图，划分为多个切片以比较各数据集。建议饼图 Infolet 中 多包含六个切片。
• 圆环图 - 这是圆形图，划分为多个段以比较各数据集。空白中心显示所有数据集之和。建议圆环图 Infolet 中 多包含六个段值。
• 折线图 - 用于以可视方式显示数据在多个时间间隔内的某种趋势。
• 磁贴图 - 用于从数据集中选择特定值进行显示。建议磁贴图图表 Infolet 中不超过三个值。

注：
磁贴图图表大小只能采用 1x1。不能调整使用磁贴图图表的 Infolet 的大小，只有更改了图表类型后才能调整大小。如果将磁贴图图表拖放到大于 1x1 的 Infolet中，则系统将提示更改 Infolet 大小或图表类型。

使用 Infolet 设计器
管理员可使用 Infolet 设计器创建 Infolet 和 Infolet 页面。使用 Infolet 设计器可在运行时视图和设计器视图之间轻松切换。
要访问 Infolet 设计器：
1. 从主页中，单击库，然后选择 Infolet 选项卡。
2. 单击创建，或者在列表中选择一个 Infolet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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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次单击操作和编辑。单击列表中的 Infolet 名称将启动 Infolet 页面的运行时版本。
可以单击  从运行时视图切换到设计器视图

Infolet 设计器
 

 

Infolet 工具栏
右上方为 Infolet 工具栏。

- 将 Infolet 设计器重置到先前保存的状态

- 刷新来自 Essbase 的数据，并更新来自数据库的 Infolet 定义

- 隐藏所有 Infolet 设计器元素，并显示运行时用户看到的 Infolet

 - 从运行时模式显示 Infolet 设计器
Infolet 设计器调色板
左侧为设计器调色板。设计器调色板有两个选项卡：表单和图表类型。在设计器调色板中突出显示对象，然后将其拖放到拖放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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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器调色板对象：
• 表单 - 通过滚动浏览表单或按名称搜索表单，选择要包含在 Infolet 中的简单表单。有关表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为 Infolet 设计表单”。

注：
在 Infolet 中遵循为表单设置的访问权限。

• 图表类型 - 选择要包含在 Infolet 中的图表类型。在您将图表与作为其数据源的表单关联之前，Infolet 在图表中显示的是示例数据。将图表链接到表单时，用户可以看到表单中更改的数据对关联的图表产生的影响。要将图表与表单关联，请突出显示图表，并将其拖放到拖放区中，将光标悬停在 Infolet 右上角，依次单击向下箭头、数据和表单以选择数据源。有关图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为 Infolet 设计图表”。
Infolet 菜单
要使用 Infolet 菜单，请将光标悬停在 Infolet 右上角，然后单击向下箭头以显示菜单选项：
• 布局 - 用于编辑 Infolet 标题和子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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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注：
您指定的标题对 Infolet 的所有视图均相同，但您可以为每个视图指定不同的子标题；例如，Infolet 的前视图、后视图和扩展视图各自可以有不同的子标题，但它们的标题必须相同。

• 图表类型 - 以选定的图表类型显示 Infolet 数据
• 大小 - 以选定的大小显示 Infolet

• 数据 - 将 Infolet 与数据源关联
• 删除 - 从页面中删除 Infolet

• 清除 - 清除 Infolet 详细信息
创建 Infolet

要创建 Infolet：
1. 从主页中，单击库，然后单击 Infolet 选项卡。
2. 单击创建。
3. 单击 Infolet 页面名称，然后输入要创建的新 Infolet 页面的标题。
4. 从左侧的设计器调色板中，选择表单选项卡或图表类型选项卡，突出显示某个对象，然后将其拖放到 Infolet 拖放区中。
5. 使用 Infolet 菜单自定义 Infolet，然后单击保存。
您可以在 Infolet 列表页面上使用复制为操作轻松复制并修改 Infolet。选择 Infolet，依次单击操作和复制为。

使用 Infolet
创建了 Infolets 页面后，它将显示在 Infolet 选项卡上的 Infolet 列表中。
1. 从主页中，单击库，然后选择 Infolet 选项卡。

注：
仅管理员可以将文件（例如仪表板、infolet、表单、报表等）添加到库根文件夹。

2. 要使用 Infolet，请执行以下操作：
• 要创建 Infolet，请单击创建。请参阅“创建 Infolet”。
• 要刷新 Infolet 列表，请单击刷新。
• 要对 Infolet 页面执行以下操作，请单击 Infolet 页面旁边的操作图标，然后选择：

– 编辑
– 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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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为
– 删除
– 默认或取消标记
– 分配权限

注：
• 选择默认会将 Infolet 页面标记为默认 Infolet 页面。可单击主页上全局标题下显示的第二个 Infolet 点，直接从主页访问标记为默认 Infolet 页面的

Infolet 页面。要从 Infolet 页面删除默认设置，请选择取消标记。
• 用户可以将某个 Infolet 页面或某个仪表板标记为默认 Infolet 页面或仪表板。如果某个仪表板先标记为默认仪表板，然后用户将某个 Infolet 页面标记为默认 Infolet 页面，则默认仪表板将被覆盖。相反，如果某个 Infolet 先标记为默认 Infolet，然后某个仪表板标记为默认仪表板，则默认 Infolet 将被覆盖。

自定义应用程序界面以访问 Infolet
您可以使用导航流设计器自定义应用程序界面以添加指向 Infolet 页面的链接。自定义应用程序界面以访问 Infolet 页面时，主页上全局标题下将显示多个点。主页上显示的每个点均表示一个
Infolet 页面，将光标悬停在每个点上会显示相应 Infolet 页面的名称。单击 Infolet 点将启动与该点关联的 Infolet 页面。主页上 多可以定义七个 Infolet 点。如果您创建了与其他 EPM 云订阅的连接，则还可以添加指向其他 EPM 云订阅中的 Infolet 页面的链接。
 

 

用户在主页上看到的点只是其有权访问的 Infolet 页面对应的点。显示的 Infolet 点的类型如下：
• 主页点 - 此点始终显示在首位，并链接到主页。只能有一个主页点。如果您不是在查看主页，则单击主页点将返回到主页。
• 用户点 - 链接到 终用户标记为默认 Infolet 页面的 Infolet 页面。只能有一个用户点，此点始终显示在用户主页上的主页点后面。不能使用导航流设计器添加用户点。有关将某个

Infolet 标记为默认 Infolet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Infolet”。
• 可自定义点 - 链接到管理员创建的 Infolet 页面。可自定义点可以集成到导航流中，其可见性和显示顺序通过导航流设计器确定。 多可以有七个可自定义点，它们始终显示在主页点和用户点后面。
要使用导航流设计器向应用程序界面添加 Infolet 点：
1. 从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导航流。
2. 在列表中选择一个非活动导航流，然后单击导航流设计器中的 Infolet 选项卡。
3. 单击 +（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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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管理 Infolet 中，为 Infolet 命名，设置可见性，然后单击  在对象库中选择一个 Infolet。

注：
如果您创建了与其他订阅的连接，则可以从另一个 EPM 云订阅中选择一个 Infolet。先在我的连接下选择订阅，然后导航到该订阅中的 Infolet。

5. 单击保存并关闭。

注：
此外，Infolet 还可以与导航流中的选项卡或卡关联。即在添加或更新选项卡或卡时，在对象库中选择一个 Infolet。

要查看导航流的设计时更改，请激活该导航流，然后从主页上，单击用户名旁边的向下箭头（屏幕右上角），并单击重新加载导航流。
要了解有关设计导航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指南中的的“设计自定义导航流”。
要了解有关连接 EPM 云订阅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指南中的“在 EPM 云中连接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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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设计仪表板
相关主题
• 仪表板功能
• 仪表板设计过程中涉及的概念
• 设计仪表板过程
• 关于仪表板布局
• 关于仪表盘图表类型
• 关于磁贴图图表类型
• 自定义仪表板颜色
• 设置折线图和组合图中的线宽
• 关于全局 POV 和本地 POV

• 仪表板 POV 和有效交叉点
仪表板功能

仪表板通常通过显示汇总数据来提供概览。利用仪表板的多功能性，您可以绘制关键业务数据图表，对此类数据进行评估、突出显示和添加注释，甚至还可以对其进行更改。例如，您可以在仪表板的某个表单中更改动因（如数量），并可立即看到此项更改对其他表单和图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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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创建仪表板，只需将各种对象从设计调色板拖放到仪表板画布即可。
使用仪表板可以：
• 包括多达六个动态更新表单，这些表单的关联图表也包括在内，因为您在表单中更改数据。
• 包括多达九个图表或磁贴图。磁贴图显示多维数据集中的特定值。要为每个磁贴图提供值，可以指定表单或单元格交叉点作为数据源。
• 在使用设计调色板和运行时模式之间切换，因此您能够看到仪表板用户所看到的确切内容。
• 以交互方式使用各种图表类型（如面积图、条形图、气泡图、柱形图、条形图和折线图组合、圆环图、漏斗图、仪表盘、散点图以及雷达图等）描述数据。
• 添加链接以动态显示外部网页。
• 精细控制仪表板的布局。例如，两个表单可以占用仪表板的上半部分，三个图表可以分别占用下半部分的 33%。
• 根据表单设计，用户可以向下钻取到底层详细信息并选择要处理的成员。
• 在全局 POV 栏和本地 POV 中包括用户变量。
• 在仪表板中包括注释数据的说明。
• 在某些图表中：

– 自定义颜色和线宽。
– 显示网格线。（默认设置是隐藏网格线。）

当用户使用仪表板时（称为运行时），他们可以设置对象的多个方面，例如，显示的图表类型、仪表板的标题等。工具栏可用于每种对象类型。仪表板用户可以更改和保存数据、运行规则等。但是，在运行时对图表类型选项所做的更改不会保存到下次会话。在运行时单击保存可保存数据，但不会保存仪表板定义。
管理员可以创建、重新设计和删除仪表板，还可以分配对仪表板的权限。
相关主题：
• 仪表板设计过程中涉及的概念
• 设计仪表板过程
• 关于仪表板布局
• 关于仪表盘图表类型
• 关于磁贴图图表类型
• 自定义仪表板颜色
• 设置折线图和组合图中的线宽
• 关于全局 POV 和本地 POV

• 仪表板 POV 和有效交叉点
仪表板设计过程中涉及的概念

设计仪表板时的有用信息：
• 左侧为设计调色板。只需将对象从调色板拖放到画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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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将对象拖动到边框线。如果可以将对象放在允许的空间内，拖动图标将变为加号。请参阅“关于仪表板布局”。

• 右上方为整个仪表板的设置：

• 使用设置  可设置仪表板的以下方面：
 

 

注：
创建新仪表板时，默认情况下会隐藏边框。要在新创建的仪表板中显示边框，必须将边框设置更改为显示。

注：
仅管理员可以将文件（例如仪表板、infolet、表单、报表等）添加到库根文件夹。

有关 POV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全局 POV 和本地 POV”。
• 每个对象的右上方是该对象的工具栏，当您将鼠标悬停在对象上时即会显示此工具栏：

• 创建仪表板时，单击运行时  可以立即查看仪表板对于其用户的显示和工作方式。要返回到设计器模式继续设计仪表板，请单击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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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仪表板过程
要设计仪表板：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库”、仪表板选项卡和创建。
2. 输入仪表板名称。

• 要更改默认仪表板名称，请单击其名称，然后在输入框中输入一个新名称。
• 要为仪表板指定具有自定义格式的标题，请单击设置，清除使用名称作为标题，然后输入标题并设置对话框的格式。

3. 从左侧的设计调色板中，将对象拖放到仪表板画布上。从下列对象中进行选择：
表 9-1    仪表板选项卡
选项卡 说明
表单 可通过导航表单文件夹或按名称搜索简单表单的方式来选择要包括在仪表板中的简单表单。

注：
在仪表板中遵循为表单设置的访问权限。

图表类型 选择要包括在仪表板中的图表类型。第一次添加时，选定的图表包含示例数据。然后，您将该图表与某个表单进行关联，将其作为数据源。将图表链接到表单时，用户可以立即看到表单中更改的数据对关联的图表产生的影响。
组合图表类型使用图表中的垂直条和垂直线交替显示行数据。例如，表单的第 1 行的数据显示为条，第 2 行的数据显示为线，偶数和奇数行交替显示图表类型。尽管组合图表类型 多可以显示 20 行数据，但是当您想比较两类数据时，组合图表类型尤其有用。例如，您想比较过去几年德国和法国的平均兑换率，那么表单的第 1 行是德国兑换率，第 2 行是法国兑换率。
有关“仪表盘”图表类型的信息，请参阅“关于仪表盘图表类型”。

平铺 有时称为性能磁贴图，磁贴图是一种图表类型，允许您从多维数据集中选择特定值进行显示。请参阅“关于磁贴图图表类型”
外部对象 注释：依次选择外部对象和注释。输入用于解释数据或图表的文本。

URL：依次选择外部对象和 URL 以显示动态网页摘要。仅插入以 https:// 安全协议开头的外部站点 URL。请不要使用内部 URL 或相对 URL，也不要使用未经许可的第三方网站的 URL，例如 google.com。
4. 使用仪表板设置和对象的悬停工具栏来自定义仪表板，然后单击保存。请参阅“关于仪表板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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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仪表板”列表页面上使用复制为复制并修改仪表板。选择仪表板，然后单击操作 

关于仪表板布局
要设置仪表板布局：
• 您拖动的第一个对象会占用整个画布。
• 然后，将对象拖动到现有对象的左侧、右侧、顶部或底部。
• 仪表板画布提供了两种类型的拖放区：

– 一个用来紧挨着放置两个对象，每个对象占一半空间
– 另一个用来放置三个对象，每个对象占三分之一空间

• 您可以设计一个对象垂直或水平显示的仪表板，其中每个对象都可以具有自己的大小。
• 要调整使用灵活布局的对象的大小，请拖动该对象的边框。
• 要调整使用固定布局的对象的大小，请在设置中设置它的宽度或高度百分比。
• 表单布局可以是非对称的。
• 在运行时模式下，如果用户无权访问某个表单或者该表单缺失，则相邻对象会占用其空间。在设计器模式下，将显示所有空对象，以便设计器可以选择将其移除。

关于仪表盘图表类型
仪表盘图表类型可以方便地显示数据值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您可以设置 大值、 大范围，并将仪表盘显示范围设置为红色、黄色和绿色，以帮助您快速评估当前值。因此，仪表盘图表类型可帮助您识别重要数据点或度量中的问题。例如，您可以使用仪表盘来显示当前销售额，并在其中设置阈值来代表销售目标。
如果表单有多个值，您可以显示多个仪表盘， 多可以显示 36 个（表单中前 6 行和前 6 列中的值）。表单中的剩余值都被忽略。如果要让仪表盘图表仅显示一个值，可将其与仅具有一个单元格值的表单关联。
您可以选择刻度盘或状态仪表盘。您可以使用水平条或垂直条显示状态仪表盘。
仪表板设计者可以设置：
• 大值：仪表盘上的 高值。仪表板设计者可将 大值设为默认值，之后用户可以在运行时临时更改该值。如果仪表板设计者没有指定 大值，应用程序会自动将 大值设置为比仪表盘中的值更大的值。
• 阈值：

– 低、中和高阈值：您可以借助这些阈值来根据指定值将仪表盘显示为红色、黄色和绿色，从而直观地显示某个度量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
– 需要较小值的阈值。
– 将鼠标悬停在仪表盘阈值上方时所显示阈值的相应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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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下是表单的数据：

以下是 终得到的刻度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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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终得到的以垂直条显示的状态仪表盘：

注：
如果表单中的单元格缺少某个值，则不会显示该单元格的仪表盘。而且，您必须指定至少 2 个连续阈值。应用程序需要中间阈值来计算图表。

关于磁贴图图表类型
磁贴图是一种图表类型，用于从多维数据集中选择特定值进行显示。除了将表单用作数据源以外，您还可以直接输入一个单元格交叉点来为磁贴图提供值。您可以在仪表板中 多放置 6 个水平磁贴图和 4 个竖直行，并为其提供标题。在将磁贴图与数据进行关联之前，它会一直显示示例数据。
将表单用作磁贴图的数据源：
• 每个对象 多可以有 6 个磁贴图。
• 第一列（一直到第六行）中的值用于创建磁贴图。

注：
有时，以网格形式进行查看时，表单的第一列可能会折叠（隐藏）。但是，当磁贴图从表单获取值时，仍然会将折叠的列考虑在内。

• 磁贴图的磁贴图是行的磁贴图，它首先从第一列中获取值，然后逐行获取值。
• 您可以设置磁贴图的磁贴图、磁贴图的高度百分比、图例，还可以选择要包括表单中的哪些轴。例如，如果您选择一个包含三行的表单，则磁贴图将显示三个值。
如果将一个单元格交叉点作为磁贴图的数据源，则每个对象只能有一个磁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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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要选择磁贴图图表类型，请单击列表底部的链接以展开图表类型列表。

下面是您可以为磁贴图图表类型设置的选项。请注意，您可以设置显示值在磁贴图中左对齐、居中对齐还是右对齐。

缩放较大数字对较大数字尤其有用，您可以缩放货币值的显示比例。例如，如果磁贴图值为
1,689,000 且您选择缩放选项 K，则磁贴图显示的值为 1689K。您的缩放选项：
• 无 - 不应用缩放。
• 自动 - 根据值的范围显示值。例如，1,500 显示为 1.5K、1,689,000 显示为

1.69M、42,314,531,21l 显示为 42.31B 以及 1,234,567,891,234 显示为 1.23T。
• K - 值以千单位显示。例如，1689000 显示为 1689K。
• M - 值以百万单位显示。例如，123,456,789 显示为 123M。
• B - 值以十亿单位显示。例如，12,345,678,912 显示为 12B。
• T - 值以万亿单位显示。例如，1,234,567,891,234,567 显示为 1,234T。

自定义仪表板颜色
您的公司可能在图表中使用一组标准颜色来表示不同类型的数据。例如，深蓝色可能表示实际数据，而浅蓝色表示预算数据。自定义仪表板颜色时，请按表单中行的顺序选择颜色。序列 1 表示第一行数据，依此类推。可以为表单中的每个行分配一种在图表中表示其数据的颜色。
可以在条形图、折线图、面积图、气泡图、柱形图、组合图、圆环图、饼图、雷达图和散点图等图表类型中自定义仪表板颜色。

第 9 章自定义仪表板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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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仪表板的设计调色板上打开图表后，单击设置 。
2. 单击颜色。
3. 清除默认复选框，然后单击要更改的序列的向下箭头 。

选中背景中的图表以查看每个序列表示的数据类型。

4. 单击要为选定序列使用的颜色，然后单击关闭。

注：
要选择比初始显示更多的色度，请单击自定义颜色...。

您的选择仅应用于当前图表。按照这些步骤更改仪表板中其他图表的颜色。
设置折线图和组合图中的线宽

可以设置在仪表板中为折线图和组合图类型所显示线条的粗细程度。

1. 在仪表板的设计调色板上打开折线图或组合图后，单击设置 。
2. 单击线条粗细计数器以设置线宽。

可以在背景中的图表上看到设置的效果。

第 9 章设置折线图和组合图中的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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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折线图和组合图类型中，默认线宽为 5 个像素。可以选择 1 到 12 个像素。

关于全局 POV 和本地 POV
表单上的本地 POV 反映了表单设计器为该表单选择的维成员。仪表板和复合表单还支持全局 POV 栏，因此可以将通用的本地 POV 合并到全局 POV 栏中，以避免在每个对象中重复这些本地 POV。以下仪表板显示了一个全局 POV 栏（其中显示了“实体”、“产品”和“年”）和一个本地 POV（其中的“规划”下拉列表显示“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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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局 POV 栏时，如果在全局 POV 栏中更改了某个页面，然后单击执行，则该页面将针对所有基于表单的对象而更改。全局 POV 栏显示在仪表板顶部（在所有对象之上），而本地
POV 栏显示在对象内。仪表板中的全局 POV 和本地 POV 都支持使用用户变量。
在仪表板的设置中，可以设置是显示还是隐藏 POV 以及是启用还是禁用全局 POV 栏。（如果为 POV 栏选择了隐藏，而为全局 POV 栏选择了启用，则隐藏选项将覆盖启用选项。）默认情况下，全局 POV 栏处于启用状态；如果禁用此栏，则系统会视情况为每个本地 POV 显示完整
POV。
关于全局 POV 栏：
• POV 栏由本地 POV 维、页面维和用户变量组成。
• 系统会根据仪表板上每个表单的本地 POV 和页面自动计算全局 POV 栏。
• 它们将反映在该仪表板中使用表单的其他对象中。也就是说，它们将应用于仪表板中的表单、与表单相链接的图表以及使用表单作为数据源的磁贴图。因此，如果仪表板不是以表单作为数据源，则本地 POV 栏和全局 POV 栏均不可用。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根据两个表单的本地 POV 维计算全局 POV 栏：
禁用全局 POV 栏：
• 表单 A 本地 POV：年、实体、产品
• 表单 B 本地 POV：年、实体、项目
启用全局 POV 栏：
• 全局 POV 栏：年、实体
• 表单 A 本地 POV：产品
• 表单 B 本地 POV：项目
由于并非所有维和页面选择均通用于仪表板上的所有表单，因此某个仪表板对象的完整 POV可能在本地 POV 栏与全局 POV 栏之间拆分。全局 POV 栏和本地 POV 共同包含仪表板上每个表单的完整交叉点信息。
如果以表单作为数据源的仪表板上只有一个对象，则可将该表单的整个 POV/页面移至全局
POV 栏中。
如果以表单作为数据源的仪表板上有多个对象，则应用程序将按照以下方式确定哪些维进入全局 POV 栏或保留在本地 POV 中：
• 如果该维位于所有表单的 POV 或页面中，并且成员选择在所有表单中都是相同的，则将该维移入全局 POV 栏中。
• 如果该维位于一个表单的 POV 中，同时还位于另一个表单的页面中，则该维应保留在本地 POV 中。
• 如果该维位于 POV 中，则必须在该维的所有表单中选择相同的成员。
• 如果该维是页面维，则选定的页面成员必须相同并且必须以相同顺序显示在所有表单中。
仪表板中的 POV 通过隐藏无效的页成员来使用有效交叉点。请参阅“仪表板 POV 和有效交叉点”。

仪表板 POV 和有效交叉点
仪表板中的 POV 通过隐藏无效页成员来遵循有效交叉点。与表单一样，页面下拉列表也针对在 POV 维和页面维中选择的所有成员进行筛选。由于仪表板同时支持全局和本地 POV，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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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筛选页面下拉列表的上下文取决于成员所在的 POV。如果页面下拉列表位于全局
POV 上，则筛选上下文仅限于全局 POV 维。如果页面下拉列表位于本地 POV 上，则筛选上下文为所有全局维和图表本地 POV 上的维。
另请参阅“关于全局 POV 和本地 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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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管理表单
Tax Reporting 提供了各种现成可用的表单，您可以使用它们快速轻松地执行所需的任务，利用财务数据在联邦和本地级别进行计算、输入调整以及审批当前和递延税额，以满足 US
GAAP 和 IFRS 等报告标准的要求。
您可以使用“税预提 - 全国性”和“税预提 - 区域性”群集中的表单卡访问表单列表，并从列表中直接打开您需要的表单。
另请参阅：
• 《使用 Tax Reporting》中的“使用表单”
• 《Working with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and Browser)》中的 "Flex Forms"

设置表单网格属性
要设置表单网格属性：
1. 打开表单，然后单击布局。
2. 在网格属性中，使用下表中的信息设置常规行属性和列属性：

表 10-1    表单网格属性
选项 说明
隐藏缺少的块 （仅限行）当隐藏大量的行时（例如隐藏 90%或更多的行），会提高隐藏缺少的数据这一设置的性能。如果只隐藏少量或不隐藏行，隐藏缺少的块设置会降低性能。在使用此设置之前和之后，请对表单进行测试以确定性能是否提高。另外，每次对应用程序进行重大更改后，也需要对表单进行测试。
隐藏缺少的数据 隐藏没有数据的行或列。清除此选项后，如果缺少数据，则会在行或列的单元格中显示

"#MISSING"。
隐藏无效数据 隐藏带有无效数据的行或列。清除该选项可以显示包含无效数据的单元格所在的行或列。包含无效数据的单元格是只读单元格。
默认行高 • 中

• 调整为合适大小：强制所有行适合显示空间的大小
• 自定义：为行高选择自定义大小（以像素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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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续） 表单网格属性
选项 说明
默认的列宽度 • 小：显示 7 个小数位

• 中：显示 10 个小数位
• 大：显示 13 个小数位
• 调整为合适大小：强制所有列根据顶部数据单元格值适合显示空间的大小
• 自定义：选择自定义大小，以便显示的小数位超过 13 个（ 多 999 个小数位）

全局假设表单 对于简单表单，要允许将全局假设从测试环境传送到生产环境，请选择“全局假设表单”。然后更新该表单来存储税率等全局假设。
隐藏无效方案/期间 隐藏无效方案/期间。
隐藏缺失项也会隐藏零 当针对表单一起选择此选项与“隐藏缺少的数据”选项时，将隐藏同时包含 #Missing 和零的所有行或列。

选择此选项后，此设置将覆盖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为隐藏缺少的数据或零所设的运行时隐藏选项

在即席中删除表单隐藏 选择此选项可允许 Smart View 用户对指定了其他隐藏选项的表单执行即席分析。如果表单中缺少数据，列或行的基本维成员将显示在 Smart
View 中的即席网格中。这样，用户就可以继续对表单执行即席分析，即使在表单设计中启用了隐藏选项也是如此。

注：
选择此选项不会覆盖用户可能在
Smart View 选项对话框的数据选项选项卡中设置的隐藏选项。如果为表单启用了在即席中删除表单隐藏选项，并且用户在对表单执行即席分析时看到错误，则应在 Smart View 中清除隐藏选项。

3. 单击保存以保存您的工作并继续操作，或单击完成以保存您的工作并关闭表单。
设置表单维属性

您可以设置和编辑表单的维显示属性，包括在表单中显示成员名称还是显示别名、隐藏行或列以及允许用户查看成员公式。这些属性应用于行维、列维、页维和视点维。
要设置维属性：
1. 打开表单，然后单击布局。
2. 单击视点、页、行或列来设置维属性。
3. 选择维属性：

Chapter 10设置表单维属性

10-2



Table 10-2    表单维属性
属性 说明
应用于所有行维 将属性应用于所有行维
应用于所有列维 将属性应用于所有列维
应用于所有页面维 将属性应用于所有页面维
应用于所有 POV 维 将属性应用于所有视点维
成员名称 显示成员名称
别名 显示成员别名
成员公式 显示成员公式
隐藏维 隐藏维
显示合并运算符 显示合并运算符
开始显示展开列表 仅可用于行或列上的维，选择此选项 初会显示展开的维成员列表
启用自定义属性 仅可用于行或列上的维，启用自定义属性
钻取共享成员 适用于行或列维。当共享成员位于主层次的父代成员时，对共享成员启用钻取。
超越表单定义的弹性 对于弹性表单中的行和列维：

选择此选项可允许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用户添加未包含在表单定义中的行或列成员。
按行或按列启用此选项。
还可以选择应用于所有行维，但请注意，当前行维中的所有选定属性都将应用于表单中的所有行维。
仅当在表单定义的“Smart View 选项”部分中选择了“为行启用弹性表单”或“为列启用弹性表单”或两者时，才会显示此选项。请参阅《管理
Planning》中的“设置 Smart View 表单选项”。

显示货币 适用于多货币应用程序，显示货币
显示限定名称 以“父代.子代”格式显示实体维的成员。选择从不、根据需要或始终。

如果同时选择此选项和显示货币选项，将以“父代.子代”（父代货币，子代货币）格式显示实体成员。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使用表单时会保留此选项。

4. 单击保存以保存您的工作并继续操作，或单击完成以保存您的工作并关闭表单。
设置打印选项

可以在布局选项卡中设置和编辑用于打印表单信息的首选项。
要设置打印选项：
1. 打开表单，然后单击布局。
2. 选择打印选项，然后设置用于打印表单信息的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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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3    表单打印选项
选项 说明
包括支持详细信息 在 PDF 文件中将支持详细信息作为额外的行。指定显示格式：• 正序：按照“支持详细信息”页上的顺序，在与之相关联的成员之后打印支持详细信息

• 逆序：在与之相关联的成员之前，以逆序打印支持详细信息。子代的支持详细信息显示在父代上方，并保留同级的次序。
显示注释 显示与单元格相关联的文本注释
设置数据格式 将表单中的数字格式设置应用于所显示的数据
显示属性成员 如果在表单中选择了属性成员，则 PDF 文件中显示成员
应用精度 将表单精度设置（所需的小数位数）应用于

PDF 文件中显示的数据
显示货币代码 如果表单支持多种货币，则会在表单和 PDF文件中显示货币代码。是否显示货币代码取决于表单中是否有任何成员存在货币代码。如果表单中包含存在货币代码的任何成员，则不管是否选中此复选框，都会在表单中显示货币代码。如果表单中的成员不存在货币代码，则不显示货币代码。
显示帐户注释 如果表单启用了帐户注释，则选择此选项将在 PDF 文件中显示帐户注释。

3. 单击保存以保存您的工作并继续操作，或单击完成以保存您的工作并关闭表单。
另请参阅：《使用 Tax Reporting》中的“设置打印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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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使用维
相关主题
• 维概述
• 查看和编辑维
• 使用导航器处理维层次
• 设置公司内帐户属性值
• 设置合并的实际税率自定义属性
• 修改性能设置
• 创建备用层次

维概述
维层次定义结构和数学关系，以及数据库中成员之间的合并。在可折叠的层次图中用图表的方式展示这些关系。上层维成员称为父代成员，父代成员的直接下级成员称作其子代。父代成员以下的所有成员称作后代成员。层次 底层的成员称为基本级成员。
数据输入到维的基本级成员中，而不输入到父代成员中。父级别成员的值将通过聚合父级别成员的子代得到。在某些情况下，基本级成员的数据通过计算得到。
Tax Reporting 是多维合并应用程序，它需要一组预定义维来存储合并详细数据。默认情况下，创建应用程序时，系统按以下顺序创建预定义的维：
• 帐户
• 期间
• 合并
• 数据源
• 货币
• 公司内
• 实体
• 移动
• 多 GAAP

• 管辖范围
• 方案
• 年
• 视图
这组维处理税预提流程。每个维都预先植入了 少的一组维成员，以实现灵活的应用程序配置。根据用户选择的选项，仅启用选定功能所需的维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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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不能为应用程序创建其他自定义维。

一些成员可以进行编辑，而其他成员则被锁定。以下系统维不可编辑：
• 年份
• 期间
• 视图
• 合并
• 数据源
• 公司内
• 移动（建议不要编辑此维。）
按决定数据计算顺序的先后顺序列出维。维的顺序会对合并性能有所影响，所以在对维顺序进行任何更改之前，应仔细进行评估。计算顺序可用于指定在数据交叉点有冲突的数据类型时，哪种数据类型优先。

提示：
如果您在打开 Web 表单时发现性能下降，请将相应 Web 表单中涉及的父代成员的存储属性设置为“从不共享”以提高性能。建议仅针对稀疏维（即，除帐户和数据源维之外）对父代成员使用此选项。

除帐户和数据源维之外，其他所有维都设置为“稀疏”。密度不能更改。
您可以使用导航器或维编辑器查看和编辑维。
您需要配置以下维，以便为您的组织添加信息：
• 帐户
• 管辖范围
• 方案
• 货币维
• 实体
• 多 GAAP

佳做法是，仅添加将与实体关联的管辖范围和货币成员。
帐户维

帐户维代表自然帐户的层次结构。帐户在应用程序中存储实体和方案的财务数据，并提供损益表帐户的帐户属性。每个帐户具有一种帐户类型（例如“收入”或“费用”），用于定义其会计行为。每个应用程序都必须包含一个帐户维。
帐户维存储：
• 试算平衡表会计科目表或帐簿余额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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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计算税预提或按国家/地区报告 (Country-by-Country report, CbCR) 的税帐户
• 永久性或暂时性差异
• 研发和其他抵免
• 运营净亏损
• 其他预提项
 

 要定义帐户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单击帐户以显示帐户维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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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编辑维属性选项卡 。
4. 为您的应用程序选择适当的可选属性：

• 输入帐户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帐户维的别名。
• 选择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5. 选择要应用于维的数据存储类型：
• 仅标签
• 从不共享
• 动态计算（用于父代成员）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存储（用于基本成员）

6.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显示在报表中的选项：报表中的成员名称或别名。
• 成员名称
• 别名
• 成员名称：别名
• 别名：成员名称

7.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8.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要使用的多维数据集。可以使用合并、税率或按国家/地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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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选：在自定义属性下，选择操作下的编辑以修改自定义属性，或者选择删除以删除属性。
10. 在自定义属性下，单击创建以添加新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

 

 

11. 单击完成。
定义帐户属性

您可以定义帐户的属性，例如帐户类型和数据类型以及它们是否为公司内帐户。
有关公司内帐户，请参阅“设置公司内帐户属性值”。
要定义帐户属性：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维。
3. 在维列表中，选择帐户。
4.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添加子代或添加同级。
5. 在成员属性选项卡上，输入帐户属性。
表 11-1    帐户属性
属性 说明
名称 输入一个在所有维成员中都是唯一的名称。
说明 可选：输入说明。
别名表 可选：选择用于存储别名的别名表。
别名 可选：输入成员的备用名。
帐户类型 选择帐户类型：

• 费用
• 收入
• 资产
• 负债
• 权益
• 保存的假设

差异报表 选择一个选项：
• 费用
• 非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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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续） 帐户属性
属性 说明
时间余额 指定系统如何为收入和费用帐户计算汇总期间的值。

从下列选项中选择所需的选项：
• 流 - 使用平均汇率进行计算
• 余额 - 使用期末汇率进行计算

跳过 选择一个选项：
• 无
• 缺少
• 零
• 缺少和零

兑换率类型 指明帐户的兑换率。• 历史
• 历史金额覆盖
• 历史汇率覆盖
• 无汇率（适用于非历史帐户）

注：
系统始终对流转帐户使用平均兑换率，而对余额帐户使用期末兑换率。

源多维数据集 指定成员的源多维数据集。
数据存储 选择数据存储选项：

• 存储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动态计算
• 从不共享
• 共享
• 仅标签

两遍计算 选择是否根据父代成员或其他成员的值来计算成员的值。
允许高级别实体输入 指定此帐户是否允许父实体输入。
计划类型 指明成员对于哪种应用程序类型有效。
数据类型 选择一种数据类型：

• 未指定
• 货币
• 非货币
• 百分比
• 日期
• 文本
• 智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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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续） 帐户属性
属性 说明
智能列表 可选：选择要与成员关联的智能列表。
启用动态子代 使用户可以在已配置有动态父代成员的业务规则的运行时提示中输入成员名称，从而创建该成员的子代。
可能的动态子代数 如果选择了启用动态子代，则该选项可用。输入用户可创建的动态添加的 大成员数。默认值为 10。
授予成员创建者的访问权限 如果选择了启用动态子代，则该选项可用。确定成员创建者对他们使用运行时提示创建的动态成员的访问权限：• 继承 - 成员创建者将继承 近父代对新建成员的访问权限。

• 无 - 不为成员创建者分配对新建成员的任何访问权限。（管理员可以稍后为成员创建者分配对成员的访问权限。）
• 读取 - 将为成员创建者分配对新建成员的读取访问权限。
• 写入 - 将为成员创建者分配对新建成员的写入访问权限。

注：
如果管理员更改这些设置，它们仅影响将来的动态成员；它们不会追溯地影响动态成员。

期间维
期间维表示期间，如季度和月份。它包含期间和频率，显示层次中的期间。
默认情况下，创建的应用程序有 14 个月期间，包括以下项：
• YearTotal（P1 到 P12）
• P13 (RTA)

• P14

注：
默认情况下，没有季度期间或相应视图成员，例如 QTD。

要定义期间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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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期间以显示期间维属性。
 

 

3. 可选：为应用程序选择适当可选属性：
• 输入期间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期间维的别名。
• 选中以使用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4. 选择要应用于维的数据存储类型：
• 仅标签
• 从不共享
• 动态计算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存储

5.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在报表中显示成员名称还是别名。
6.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7. 查看基本期间、第一个财政年度和会计结束年度。无法修改这些值。
8.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要使用的多维数据集。可以使用合并、税率或按国家/地区报告。
9. 可选：在自定义属性下，选择操作下的编辑以修改自定义属性，或者选择删除以删除属性。
10. 在自定义属性下，单击创建以添加新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
11. 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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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维
通过合并维，您可以报告合并过程中不同阶段所使用的详细信息。该维在合并过程中存储中间结果，以记录系统如何调整了合并的成员。它在合并过程中对应用于数据的事务进行审查跟踪。
合并维提供了额外一层财务信息，您可以通过它来查看有关输入值、调整和贡献的详细信息。它包括实体数据（如输入值）以及实体数据的所有相关调整。在合并过程中，当从属实体的值汇总到其父代时，系统会存储合并详细信息，包括比例和抵消详细信息。比例详细信息包含执行合并规则所产生的余额。它还反映基值合并百分比的结果。抵消详细信息包含合并过程中基于抵消规则所产生的任何抵消余额。
合并维包括以下成员：
• 实体输入 - 用于基本实体和父实体的所有用户输入的成员。对于基本实体，此成员表示输入数据以及与合并无关的业务逻辑（例如成员公式和分配）。对于父实体，其子实体的贡献合计成员的合计将成为父实体的实体输入。
• 实体合计 - 实体输入和实体合并的动态聚合。此值是计算比例的起始点。
• 比例 - 对于指定的实体，此成员存储在将对父代的贡献百分比应用于实体合计后获取的值。合并百分比 (PCON) 是合并到其父代的实体值的百分比，应用于转换的金额。
• 抵消 - 存储公司内抵消值。这是在第一个共同父代下抵消的比例金额。
• 贡献 - 特定父实体的单个子实体的合并结果，存储其子代的贡献。此成员仅适用于父实体。这其中包括父/子实体的比例数据、抵消数据和贡献调整。
• 实体合并 - 此成员是一个动态计算的成员，仅适用于父实体。此成员中的金额表示每个子实体的贡献合计。这是在执行合并过程中由系统计算的金额。

注：
您不能在此维中添加或删除任何成员。

 

 要定义合并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单击合并以设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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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 为应用程序选择适当可选属性：
• 输入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维的别名。
• 选择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4. 选择要应用于维的数据存储类型：
• 仅标签
• 从不共享
• 动态计算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存储

5.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在报表中显示成员名称还是别名。
6.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7.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要使用的多维数据集。可以启用合并、税率或按国家/地区报告。
8. 在自定义属性下，单击创建以添加新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
9. 单击完成。

数据源
系统在数据源维中存储不同类型的输入，部分遵循 FCCS 数据源维，并使用 TRCS 数据源进行了扩展。
系统将根据您在应用程序配置期间指定的选项来创建可选成员。可以根据需要在层次中创建其他成员以跟踪输入，但是无法删除任何系统创建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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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维用于：
• 在 FCCS_TotalData Source 下跟踪数据的来源：

– FCCS_Intercompany Eliminations - 数据抵消
– FCCS_TotalInputAndAdjusted：

* TRCS_TRCS_Mapped Data - 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的目标
* FCCS_Managed Data - 通过数据管理加载的数据
* FCCS_Data Input - 手动输入的数据，或通过数据导入导入的数据
* FCCS_Supplemental Data - 使用以下项输入的详细补充数据：补充数据管理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ment, S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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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数据的性质：
– 税前输入 - 在税前基准上输入的数据（包括通过税务自动化和税前调整映射的数据）
– 税前计算 - 按税前基数计算的数据
– 分配 - 分配的数据
– 税 - 税后输入、计算的数据
– 分类 - 资产/负债分类
– TARF - 纳税帐户前滚 (TARF) 分类

 

 您不能删除任何视图维成员或创建新成员。您可以编辑成员属性，如别名。
默认情况下，“数据源”维的性能设置为“稀疏”。如果需要更改此设置，则可以按“更改数据源维的性能设置”中所述，修改性能设置。
要定义数据源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单击数据源，然后选择编辑维属性选项卡以设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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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 为应用程序选择适当可选属性：
• 输入数据源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数据源维的别名。
• 选择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4. 选择要应用于维的数据存储类型：
• 仅标签
• 从不共享
• 动态计算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存储

5.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在报表中显示成员名称还是别名。
6.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7.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要使用的多维数据集：

• 合并
• 汇率
• 按国家/地区报告

8. 在自定义属性下，单击创建以添加新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
9. 单击完成。

货币维
货币会存储实体的转换值。每个应用程序都必须包含货币。
在“货币”维中为应用程序所需的每种货币创建成员。对于每个应用程序，指定要用作应用程序货币的默认货币，并包含分配给实体维中实体的每种默认货币。 多支持 100 种货币。
要定义货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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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此时将列出可用维。
2. 单击货币以设置属性。

 

 

3. 可选： 为应用程序选择适当可选属性：
• 输入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维的别名。
• 选择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4. 选择要应用于维的数据存储类型：
• 仅标签
• 从不共享
• 动态计算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存储

5.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在报表中显示成员名称还是别名。
6.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7.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要使用的多维数据集。可以启用合并、税率或按国家/地区报告。
8. 在自定义属性下，单击创建以添加新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
9. 单击完成。

公司内维
公司内 (ICP) 维表示某个帐户中存在的所有公司内余额。它用于存储公司内事务的实体成员。如果在创建应用程序时启用此选项，则系统会创建一个包含系统成员的公司内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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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在配置应用程序的功能时不启用公司内数据，则系统不会创建公司内维。请参阅“创建新应用程序”。

实体维成员有一个称为“公司内”的成员属性，它指定成员是否应该包括在公司内事务中。如果针对此属性选择“是”，会在公司内维中生成一个同名的成员。默认情况下，系统会创建以下公司内成员：
• 非公司内 - 此成员在成员交叉点中用于存储汇率等信息。不能对其进行重命名或编辑。
• 公司内实体 - 此成员是在其下方创建所有 ICP 实体的父代成员。
• 公司内总计 - 此成员是层次中 顶层的成员。

注：
不能手动添加新成员，或者修改或删除公司内成员。

所有属性都从 FCCS_Intercompany Top 成员进行读取。此成员为公司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允许您加载到特定的公司间成员或 "FCCS_No_Intercompany" 成员。
将属性值“公司内”(ICP) 添加到实体时会以格式 "ICP_EntityLabel" 创建成员。例如，如果将属性值添加到实体 LE101，则创建公司间成员 "ICP_LE101"。刷新数据库后，成员变为可用。
创建公司内事务后，每个组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公司内帐户和一个插式帐户。当抵消完成后，插式帐户会存储两个公司内帐户的差异。要设置插式帐户，请参阅以下主题：
• 定义帐户属性
• 设置公司内帐户属性值
要为公司内事务设置应用程序，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 定义帐户时，指定用来执行公司内事务的帐户，并为每个公司内帐户指定一个插式帐户
• 定义实体时，指定用来执行公司内事务的实体
应用程序启用了公司内帐户且包含公司内帐户数据时，在合并过程中会发生抵消。请参阅“公司内抵消”。
要定义公司内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单击公司内。根据需要，可以将成员添加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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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编辑维属性”选项卡  以设置属性。
 

 

4. 可选： 为应用程序选择适当可选属性：
• 输入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维的别名。
• 选择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5. 选择要应用于维的数据存储类型：
• 仅标签
• 从不共享
• 动态计算
• 动态计算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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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
6.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在报表中显示名称的方式：

• 成员名称
• 别名
• 成员名称：别名
• 别名：成员名称

7.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8.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要使用的多维数据集。可以启用以下一个或多个多维数据集：

• 合并
• 汇率
• 按国家/地区报告

9. 在自定义属性下，单击创建以添加新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
10. 单击完成。
11. 单击刷新。新成员将可用。

实体的公司内属性
对于实体成员，您可以指定该成员是否存储公司内详细信息。如果为实体成员设置了“公司内”属性，会在公司内维中创建一个同名的成员，其名为 ICP_<实体名称>。新成员在默认别名表中的别名自动设置为实体的别名。如果未定义别名，则自动设置为所添加实体的名称。
例如，如果将一个名为“英国”的实体标记为“公司内”，则会自动创建一个名为“ICP_英国”的成员。如果为“英国”定义了别名，则会自动为新的公司内成员“ICP_英国”设置同一别名。如果没有为“英国”定义别名，则别名自动设置为“英国”。
如果标记为“公司内”的实体成员的别名发生了更改，则关联的公司内成员的别名也必须更改为新别名。
如果在将实体标记为“公司内”以后删除了“公司内”属性，则必须删除关联的公司内成员。

实体维
实体维存储实体层次，它表示公司的组织结构，如管理和法定报告结构。实体可以表示部门、子公司、工厂、地区、国家、法人实体、业务单位、部门或任何其他组织单元。您可以定义任意数量的实体。实体可以标记为“公司内”。

注：
实体成员名称不能超过 76 个字符，且不得包含逗号。

实体维是系统的合并维。实体维中的层次反映了各种合并的数据视图。组织中现有各个成员组件间的关系会在此维中存储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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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中的实体可分为基本实体、从属实体或父实体：
• 基本实体位于组织结构的底层且不拥有其他实体。每个基本实体都需要归属地，并应分配有基本货币。在填充和更新管辖范围维后，归属地将作为属性变得可用。
• 从属实体由组织中的其他实体所有。
• 共享实体的父实体可以具有不同货币。父实体包含一个或多个向其直接报告的从属实体。
实体结构可以是 "FCCS_Total Geography" 或备用层次的一部分。请参阅“在实体维中创建备用层次”。
对于自定义属性区域性扣减，此设置指定区域性税费用是否可扣减，或在全国性预提中区域性税项利益是否应纳税。如果实体具有 "RDeduct"，并且实体具有两个有效区域，则全国性预提中的可扣减金额是两个活动区域的区域性本期预提之和。
要定义实体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单击实体以设置属性。

 

 

3. 选择“编辑维属性”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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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 为应用程序选择适当可选属性：
• 输入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维的别名。
• 选择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5. 选择要应用于维的数据存储类型：
• 仅标签
• 从不共享
• 动态计算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存储

注：
对于新实体，必须始终将数据存储类型设置为“从不共享”。

6.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在报表中显示成员名称还是别名。
7.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8. 在多维数据集下，自动选择相关的多维数据集。

注：
• 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如果启用了按国家/地区报告
• 汇率多维数据集，如果应用程序是多货币
• 配置多维数据集，如果应用程序启用了本期应纳税额

9. 在自定义属性下，执行以下任务之一：
• 单击创建以添加新的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可以选择以下自定义属性：

– 区域性扣减 - 此设置指定区域性税费用是否可扣减，或在全国性预提中区域性税项利益是否应纳税。如果实体具有 "RDeduct"，并且实体具有两个有效区域，则全国性预提中的可扣减金额是两个活动区域的区域性本期预提之和。
– 公司内实体
– 归属地

• 选择自定义属性，然后在操作下选择编辑以修改属性名称。
• 选择自定义属性，然后在操作下选择删除以删除自定义属性。

10. 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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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在操作下，选择刷新数据库。“计算状态”已修改为“系统已更改”。
12. 执行计算汇率，即使实体与父代的货币相同也是如此。请参阅“使用货币转换”。

注意：
即使父代和新实体具有相同的基本货币且看起来不需要计算汇率，也不要跳过此步骤。如果未执行计算汇率步骤，则运行合并时，数据不会进行汇总。之后无法返回并启动计算汇率，因为新实体的状态未受影响，且操作将无法正确执行。

13. 加载或输入新实体的数据。请参阅“导入数据”。
14.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数据状态和计算状态。新实体及其祖先的计算状态应为受影响。
15. 合并新实体及其祖先。

移动维
移动维获取帐户的移动详细信息。默认情况下，系统在移动维中提供成员来移动数据。

注意：
Oracle 建议不要对此维进行任何更改。

移动维用于执行以下任务：
• 移动数据：

– 在税计划表之间移动数据
– 将数据从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移到税帐户，例如税务自动化。
– 计算期初余额、期末余额以及 FX 到 CTA 计算

• 存储税务自动化逻辑
• 存储 RTA 配置。
创建应用程序时，默认情况下会创建包含植入成员的移动维，并且可以根据您启用的功能添加系统成员（可选）。在应用程序创建期间，系统会在移动维和帐户维中为现金流报表创建现金流成员和层次。将创建以下成员：
• FCCS_Movements

• TRCS_CbCR Movements

• TRCS_TaxLossCreditTotal

• TRCS_System Movement

可以在移动维下创建其他用户定义的成员，对这些成员运行合并和转换。有关说明，请参阅“自定义移动维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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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以下保留的系统成员在启用了“所有权管理”时创建，不能用于数据输入：
• TRCS_TLCOwnPlaceHolder

• TRCS_TARFOwnPlaceHolder

• TRCS_CurPayOwnPlaceholder

• TRCS_TempDiffOwnPlaceholder

•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Placeholder

• TRCS_OwnPlaceholder

• TRCS_DTNROwnPlaceholder

要定义移动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选择移动以设置属性，然后选择编辑维属性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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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 为应用程序选择适当可选属性：
• 输入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维的别名。
• 选择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4. 选择要应用于维的数据存储类型：
• 仅标签
• 从不共享
• 动态计算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存储

5.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在报表中显示成员名称还是别名。
6.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7.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要使用的多维数据集。可以启用合并、税率或按国家/地区报告。
8. 在自定义属性下，单击创建以添加新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
9. 单击完成。

多 GAAP 维
多 GAAP 维是一个可选的维，在需要同时按照本地 GAAP 和 IFRS 或其他 GAAP 报告财务报表时使用。该维跟踪本地 GAAP 数据输入以及所有 GAAP 调整。
如果需要，您可以对成员重命名以反映正确的 GAAP 调整。您也可以包括附加成员和层次以便进行其他 GAAP 调整。
默认情况下，如果选择此维，系统会提供以下维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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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S_No Multi-GAAP

• FCCS_Local GAAP

要定义多 GAAP 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单击多 GAAP 以设置属性。

 

 

3. 可选： 为应用程序选择适当可选属性：
• 输入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维的别名。
• 选择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4. 选择要应用于维的数据存储类型：
• 仅标签
• 从不共享
• 动态计算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存储

5.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在报表中显示成员名称还是别名。
6.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7.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要使用的多维数据集。可以启用合并、税率或按国家/地区报告。
8. 在自定义属性下，单击创建以添加新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
9. 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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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范围维
通过管辖范围维，可以计算关于递延税项资产和递延税款贷项管辖范围净额结算的各种会计标准下所需的调整。
管理员设置备用实体层次，其中包含需要管辖范围净额结算的基本实体。应用程序将在父代级别和实体级别对资产和负债进行净额结算。可以通过与实体级别的管辖范围净额结算金额进行比较来确定所需的合并调整。可以根据您的会计策略对调整记帐。
要定义管辖范围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单击管辖范围以设置属性。

 

 

3. 可选： 为应用程序选择适当可选属性：
• 输入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维的别名。
• 选择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4. 可选：默认情况下，管辖范围数据存储选项设置为从不共享。您可以选择启用动态计算管辖范围功能，以将管辖范围维的现成父代成员（例如
All_National）的数据存储类型更新为动态计算。有关说明，请参阅“启用应用程序功能”。
要验证是否已启用该功能：
a.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然后选择维选项卡。
b. 选择管辖范围。
c. 在编辑成员属性: 管辖范围选项卡上，依次展开 TRCS_Total Jurisdiction 和

TRCS_AllNational。
d. 默认数据存储下将显示动态计算。如果看不到此列，请双击任何列标题，滚动到列表底部，然后清除默认模式。此时所有列都将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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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启用此功能可能会提高合并性能；但是，也有可能会对合并性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涉及到大量自定义成员公式的情况下。建议先在测试环境中评估对性能的影响，然后再在生产环境中启用此功能。该功能启用后不能撤消。

5.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在报表中显示成员名称还是别名。
6.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7. 在多维数据集下，自动选择相关的多维数据集。

注：
• 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如果启用了按国家/地区报告
• 汇率多维数据集，管辖范围不支持
• 配置多维数据集，如果应用程序启用了本期应纳税额

8. 在自定义属性下，单击创建以添加新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
9. 单击完成。
请参阅“创建全国性管辖范围”。

方案维
方案维表示一组数据，如实际、预算或预测。例如，实际方案可以包含反映当前业务运营的数据。预算方案可以包含反映目标业务运营的数据。预测方案通常包含即将到来期间的预测数据。法定方案可以包含根据法定 GAAP 格式和规则计算的数据。
默认情况下，系统会创建实际方案系统成员。您可以创建附加的方案成员。
要定义方案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单击方案以设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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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编辑维属性选项卡 。
4. 可选：为应用程序选择适当可选属性：

• 输入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维的别名。
• 选择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5. 选择要应用于维的数据存储类型：
• 仅标签
• 从不共享
• 动态计算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存储

6.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在报表中显示成员名称还是别名。
7.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8.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要使用的多维数据集。可以启用合并、税率或按国家/地区报告。
9. 在自定义属性下，单击创建以添加新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
10. 单击完成。

视图维
“视图”维控制期间上数据的表示。
数据应加载到系统中的基本级视图。数据仅存储在“周期性”成员中，并始终动态计算其他成员。系统检索存储的数据并在需要时将其转换为请求的视图。
默认情况下，创建应用程序时，视图维包含以下成员：
• 周期性--每个期间显示以年初至今方式输入或计算的数据。
• YTD--保留供将来使用。
• QTD--保留供将来使用。
• YTD_Input--保留供将来使用。
您不能删除系统创建的以上任何视图维成员。您可以编辑成员属性，如别名。

年维
年份维表示数据的财政年度或日历年度。
创建应用程序时，您可以为应用程序指定年份范围。系统提供默认范围，您可以更改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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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根据您指定的范围构建年份维。可以在创建应用程序后增加年份范围；但是，不能减少该范围。
要定义年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单击年，然后选择编辑维属性选项卡，设置属性。

 

 

3. 可选： 为应用程序选择适当可选属性：
• 输入维的说明。
• 选择别名表（如果可用）。
• 输入维的别名。
• 选择两遍计算。
• 选中以应用安全设置。

4. 选择要应用于维的数据存储类型：
• 仅标签
• 从不共享
• 动态计算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存储

5. 在显示选项下，选择要在报表中显示成员名称还是别名。
6. 选择层次类型（如果可用）。
7.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要使用的多维数据集。可以启用合并、汇率或按国家/地区报告。
8. 在自定义属性下，单击创建以添加新自定义属性。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数据类型。
9. 单击完成。

查看和编辑维
可以使用标准维编辑器或简化的维编辑器来查看和编辑维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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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您可以检查是否存在无效的维成员属性并执行操作来更正这些属性。无效的属性在简化的维编辑器网格中带有红色边框。
具有在标准维编辑器中查看和编辑维的安全角色的用户可以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执行相似操作。
请参阅以下部分：
• 要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可从“应用程序概览”访问）来编辑维属性，请参阅“关于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编辑维”。
• 要使用标准维编辑器（可从导航器访问）来编辑维属性，请参阅“管理维”。

使用导航器处理维层次
从主页中，您可以使用导航器编辑维和成员。一次只能编辑一个维。如果要一次编辑多个维，请参阅“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处理维”。
要编辑维：
1. 从主页中，单击导航器 ，然后在创建和管理下选择维。
2. 在维选项卡的多维数据集下，确保已选择正确的多维数据集。
3. 在维下，选择要查看或修改的维。
4. 单击每个成员旁边的三角符号  以展开层次级别。
5. 根据需要使用操作下的选项或关联的图标修改维或成员。
6. 完成更改后，在操作下选择刷新数据库。

注：
Oracle 建议您备份大纲文件并导出所有数据库中的数据，然后再刷新数据库。

展开与折叠维层次
要展开维或成员：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选择维。
3. 选择多维数据集和维类型。
4. 单击维，例如“帐户”，打开“编辑成员属性”屏幕。
5. 在成员名称下，单击维和成员名称旁边的箭头以展开层次。
要折叠维或成员：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选择维。
3. 选择多维数据集和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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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维，例如“帐户”，打开“编辑成员属性”屏幕。
5. 单击维，例如“帐户”，打开“编辑成员属性”屏幕。
6. 单击维或成员名称旁边的箭头以折叠层次

导航维层次
• 按向上箭头以移至上一成员。
• 按向下箭头以移至下一成员。
• 在“页面”中，输入要查看的页面，然后单击开始或按 Enter 键。
• 单击起始页、上一页、下一页或结尾页以查看其他页面。

查找维或成员
要查找维层次中的维成员：
1. 单击导航器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维。
3. 选择成员的维。
4. 在搜索下，选择名称、别名或两者。
5. 输入要搜索的成员名称、别名，或者部分字符串。
6. 单击向上搜索或向下搜索。

对成员进行排序
可按子代或后代顺序，采用升序或者降序对成员进行排序。对成员排序会影响大纲。
要对成员进行排序：
1. 单击导航器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维。
3. 选择成员的维。
4. 在维下，选择要对其子代或后代进行排序的成员。
5. 在排序下，选择子代或者后代。

按子代排序仅影响选定成员下一级中的成员。按后代排序影响选定成员的所有后代。
6. 单击按升序排序以按升序排序，或单击按降序排序以按降序排序。
7. 单击确定。

下次创建或刷新数据库时，大纲成员将按显示的顺序生成。
在维层次中移动成员

可以在相同分支中移动一个成员或成员组。
要在同级间移动成员或者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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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导航器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维。
3. 选择维，然后选择要移动的成员或分支。
4. 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上移将成员上移一个位置。
• 单击下移将成员下移一个位置。

要移动成员（包括父代和子代）：
1. 单击导航器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维。
3. 选择维，然后选择要移动的成员或分支。
4. 单击剪切。

您不能在添加或编辑维、导航至不同页面、删除成员或注销后剪切成员。剪切不适用于根维成员。
5. 单击要在其下移动成员的目标级别。
6. 单击粘贴。
7. 单击确定。
8. 更新并验证业务规则和报表。

查看成员的祖先
若要查看成员的祖先：
1. 单击导航器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维。
3. 选择维，然后选择维层次中的成员。
4. 单击显示祖先。
5. 单击关闭。

显示成员用法
要查看成员在应用程序中的使用位置：
1. 单击导航器
2. 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维。
3. 单击显示用法。
4. 在成员用法窗口底部，选择在应用程序中查看成员用法的位置。
5. 单击转到。
6. 单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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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公司内帐户属性值
您可以在帐户的“属性值”选项卡上指定公司内帐户属性。
如果将“公司内帐户”属性设置为“是”，则必须指定一个插式帐户。
要设置帐户属性值：
1. 选择一个现有帐户成员，单击编辑，然后选择属性值选项卡。
2. 输入以下信息：

表 11-2    公司内帐户属性值
属性 说明
公司内帐户 指定该帐户是否为公司内帐户。如果设置为“是”，则必须为该帐户指定一个插式帐户。

注：
仅当为应用程序启用了“公司内”时，该选项才可用。

是插式帐户 指定该帐户是否可以为插式帐户。
插式帐户 对于“公司内”设置为“是”而未设置“是插式帐户”的帐户，您可以指定一个插式帐户。此属性设置为“是”的帐户可以选为插式帐户。

3. 添加插式帐户时：
a. 依次选择帐户维成员和自定义属性按钮。
b. 选择属性插式帐户并单击同步按钮。
新添加的插式帐户将显示在“插式帐户属性值”树右侧的“插式帐户”列表中。

设置合并的实际税率自定义属性
可以将合并的实际税率自定义属性应用于在实际税率表单（合并、法定等）中报告当前年份数据的以下帐户：
• NIBT 帐户
• 永久性差异帐户
• 其他预提项

注：
不要将此属性应用于暂时性差异帐户。此错误将导致不为暂时性差异帐户计算期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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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合并的实际税率自定义属性：
1. 从主页中，单击导航器图标 ，然后在创建和管理下选择维。
2. 在维选项卡上，选择要附加属性值的帐户成员，然后单击编辑 。
3. 在“维 - 编辑成员”屏幕上，选择属性值选项卡。
4. 在可用属性值下，展开合并的实际税率，然后选择合并的实际税率，再单击添加将属性添加到分配的属性值列表。
5. 单击保存。

修改性能设置
更改数据源维的性能设置

默认情况下，“数据源”维配置为“稀疏”，因为该设置提供的性能更好。
在 19.05 之前创建的旧有应用程序的“数据源”配置为“密集”。建议将旧有应用程序的“数据源”维重新配置为“稀疏”。

注意：
更改性能设置需要刷新数据库。由于刷新数据库将导致重建 Essbase 数据库，因此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可能数小时，具体取决于您的系统）。请考虑在其他用户未使用系统的停机期间更新性能设置。启动数据库刷新之前：
• 确保系统中没有处于活动状态的用户。
• 确保此操作不与“自动维护期间”重叠。

要检验应用程序的当前性能设置：
1. 从主页中，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依次选择维和性能设置选项卡。
3. 选择所需的多维数据集。
4. 对于数据源维，在密度下，当前设置显示为“密集”或“稀疏”。
要设置性能设置：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配置。
2. 在“配置”屏幕上，选择性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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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所需的“数据源”维密度：
• 稀疏 (推荐)

• 密集
默认情况下，密度设置为“稀疏”。

4. 单击保存以刷新数据库。
5. 在“刷新数据库”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6. 可选：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作业以检查刷新状态。

创建备用层次
在实体维中，您可以创建备用层次。在该层次中，单个实体可以具有多个父代。父代成员可以采用不同的货币，这些实体在父代货币成员中发生的转换各不相同。要完成此任务，您可以使用部分共享成员，即只将输入数据的一部分在实体的所有实例之间共享。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具有多个父代的叶级实体。
 

 在此示例中：
• 实体 E111 既是 P11 的子代，又是 P12 的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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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P11 或 P12 的 E111 输入的输入数据在保存后会复制到另一个实体。您可以在
P11.E111 和 P12.E111 成员中的任意一个输入数据。

• 合并后，在 P11.E111 和 P12.E111 计算的值可以不同。例如，假设应用程序是多货币应用程序，其中 E111 的货币为英镑。P11 的货币为美元，P12 的货币为欧元。向 E111 中输入数据时，数据始终输入货币维的实体货币成员中。系统将计算父代货币成员，P11.E111 和 P12.E111 的父代货币的值将会不同，因为英镑和美元的兑换率与英镑和欧元的兑换率不同。
您还可以创建一个父级实体具有多个父代的实体层次。但是，如果父级具有多个父代而这些父代具有不同的子代，这样的层次不受支持。
您可以通过创建部分共享实体成员并选择“共享”作为数据存储成员属性来构建备用层次。对于实体维，数据存储属性将创建部分共享成员。
在成员选择器中，您可以查看父代和子代的关系。选择某个实体时，成员选择器将以“父代.子代”格式显示它，例如 North America.USA。您随后可以选择所需的实体，如果一个实体具有多个父代，您可以在不同的父代下选择实体的每个实例。
输入事务数据时，只需为主成员或共享成员输入一次数据。
您也可以在数据表单中输入一次数据。例如，假设 E111 是一个部分共享实体，它具有两个父代，分别是 E11 和 E12。在数据表单中，如果在 E11.E111 中输入金额 100 并将其保存，100 会立即显示在 E12.E111 中。如果在 E12.E111 中将金额更改为 150 并将其保存，相同的金额会反映在 E11.E111 中。在数据表单中，您可以选择是否以“父代.子代”格式显示实体维的成员以及是否显示其货币。
导出数据时，部分共享实体会导出相同的数据，并且数据会以“父代.子代”格式导出。如果用数据文件将数据导入部分共享实体之一，则数据也会导入另一个实体。
如果对一个部分共享实体所做的更改会导致计算或流程管理状态发生变化，这些更改将反映在该实体的其他实例中。例如，如果一个实例进行了合并而且其状态更改为“正常”，则其他实例的状态也会更改为“正常”。此规则同样适用于锁定和解锁部分共享实体。
为一个实体定义的安全访问权限和有效交叉点规则也适用于其部分共享实例。
请参阅以下部分：
• 创建共享成员
• 在实体维中创建备用层次

在实体维中创建备用层次
实体结构可以是备用层次的一部分。共享实体的父实体可以具有不同货币。
要在实体维中创建备用层次：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导航器” 、创建和管理和维。
2. 在维下，选择实体。
3. 在 FCCS-Total Geography 下，选择数据存储值设置为从不共享的主要实体。
4. 选择数据存储值设置为从不共享的父实体。
5. 将主要实体作为共享成员添加为父实体的子代。

a. 对于选定父代，请单击“添加子代” 。

第 11 章创建备用层次

11-34



b. 在成员属性选项卡上，输入子代成员的名称。
c. 在数据存储下，选择共享。共享实体与成员的主要实例共享聚合类型以外的属性。
d. 在规划类型下，将所有多维数据集的聚合类型设置为忽略（合并、汇率和按国家/地区报告）。由于实体维作为合并流程的一部分聚合，因此对于本地 Essbase 计算它必须设置为忽略。如果选择了另一个选项，则在刷新数据库后，它将默认为忽略。
e. 单击保存。实体成员已添加并标记为“共享”。

6.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概览，然后单击刷新以刷新数据库。

提示：
佳做法是在刷新数据库前先备份数据库。

7.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导航器” 、创建和管理和表单。
8. 要设置实体名称和关联货币的显示，请选择表单上的布局选项卡，然后执行以下步骤：

a. 依次选择属性维和列，以查看主要实体和存在父代/子代关系的共享实体。例如，
[Primary Entity],[Shared Entity 1],[Shared Entity 2]。

b. 在维属性下，对于显示限定名称，选择一个显示选项：
• 从不 -- 从不显示限定名称。这是默认设置。
• 根据需要 -- 仅为共享实体名称显示限定名称。
• 始终 -- 为所有实体成员显示限定名称。

c. 单击保存。
9. 要输入备用层次的数据，请执行以下步骤：

a. 从主页中，选择库。
b. 在数据输入屏幕上，选择表单，然后打开表单。表单显示主要实体和共享父代实体以及关联货币。货币值显示父代货币/共享成员的基本货币。例如：

• (CAD/CAD) – 父代实体和共享成员实体的货币设置为 CAD（加拿大元）。
• (USD/CAD) – 对于部分共享实体，父代货币为 USD，共享实体货币为 CAD。

c. 输入实体货币的值，然后单击保存。向共享实体的一个实例添加数据时，所有其他实例会自动更新。对于父实体，显示的值将转换为适当的货币。
10. 依次单击保存和关闭。
11. 从操作中，选择合并为主要实体运行合并。由于可能使用不同的货币输入父代实体，因此金额可能有所不同（因为金额是货币转换后的金额）。公司内抵消也有可能不同。
12. 依次单击保存和关闭。
13.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库、税务管理和数据状态。
14. 在计算状态下，查看选定条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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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编辑维
另请参阅：
• 关于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编辑维
• 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 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处理维
• 编辑维属性
• 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编辑成员属性

关于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编辑维
简化的维编辑器以网格格式显示维和成员。采用网格格式，可以在单个页面上编辑维和成员。您可以直接在网格中编辑成员属性，也可以执行一些即席操作，例如放大、缩小、保留选定项、删除选定项和冻结。
具有在标准维编辑器中查看和编辑维的安全角色的用户可以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执行相似操作。
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您可以检查是否存在无效的维成员属性并执行操作来更正这些属性。无效的属性在维编辑器网格中带有红色边框。
有关成员属性的详细列表，请参阅“”
 

 观看以下视频：
• 介绍：在简化界面中执行主要任务第 1 部分
• 介绍：在简化界面中执行主要任务第 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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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要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单击维。
3. 单击多维数据集右侧的向下箭头，按多维数据集筛选维列表。
4. 单击要查看的维的名称。
5. 从以下选项卡中选择：

• 编辑维属性 - 单击以查看和编辑维详细信息。
• 编辑成员属性 - 单击以查看和编辑维成员。

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处理维
简化的维编辑器以网格格式显示维和成员。采用网格格式，可以在单个页面上编辑维属性和成员属性。可以直接在网格上编辑成员属性。您可以创建多个在维编辑器中处理的成员。
请参阅以下部分：
• 要编辑维属性，请参阅“编辑维属性”。
• 要编辑维成员属性，请参阅“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编辑成员属性”。

切换到其他维
要在查看简化的维编辑器网格时切换到其他维：
1. 查看编辑成员属性。请参阅“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2. 单击页面顶部的维名称旁边的向下箭头。

自定义列布局
简化的维编辑器网格中的每一列表示一个成员属性（成员名称、父代成员、默认数据存储等）。根据正在编辑的维类型， 初显示在网格中的列可能会有所不同。您可以通过隐藏列、取消隐藏列或调整列大小，对简化的维编辑器网格中的列布局进行自定义。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清除默认模式选项来显示一组完整的属性（所有列）。
要对简化的维编辑器网格中的列布局进行自定义：
1. 查看编辑成员属性。

请参阅“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2. 在维网格中，右键单击任意列标题。

此时将显示列的核对清单。此外，还会显示列或网格大小调整选项。
3. 选中或清除要在网格中隐藏或取消隐藏的列对应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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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要查看网格中的所有属性列，请清除默认模式复选框。默认模式默认处于选中状态，会限制显示的属性。清除该选项将显示一组更多的（完整的）属性（列）。

4. 要更改网格中显示的网格或列的大小，请选中或清除以下大小调整选项：
• 强制适合列 - 调整列的大小，以便无需滚动即可在网格中看到所有列。
• 同步大小调整 - 将网格的大小重置为原始设置。

查看祖先
祖先是维层次中选定成员上方的所有成员。
要在简化的维编辑器网格中查看选定成员的祖先：
1. 查看编辑成员属性。请参阅“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2. 在维编辑器网格中选择一个成员。
3. 单击显示祖先。

显示成员在应用程序中的用途
在执行诸如删除成员之类的操作之前，务必使用显示用法来了解这些成员用于应用程序中的何处（用于哪些表单、审批单元、兑换率等）。
要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查看成员用于应用程序中的何处：
1. 查看编辑成员属性。请参阅“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2. 在维编辑器网格中选择一个成员。
3. 单击显示用法。

聚焦编辑
在简化的维编辑器网格中工作时，可使用放大、缩小、保留选定项、删除选定项和冻结操作来聚焦编辑。
要在查看维编辑器网格时执行这些操作：
1. 查看编辑成员属性。请参阅“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2. 要使编辑聚焦在网格中的特定成员，请选择成员，然后单击以下缩放操作之一：

• 放大下一级别 - 显示选定成员下一级别的所有成员
• 放大所有级别 - 显示选定成员下的所有后代成员
• 放大 低级别 - 显示选定成员下没有子代的所有后代成员
• 缩小 - 显示选定成员上一级别的成员

3. 要使编辑聚焦在网格中的特定行或列，请选择行或列，然后从以下操作中进行选择：
• 保留选定项 - 在网格中仅显示选定的行或列
• 删除选定项 - 从网格中删除选定的行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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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仅限列）- 使选定的列以及选定列左侧的所有列保持不动，以使这些列无法滚动。只有冻结的列右侧的列可以滚动。例如，您可以冻结包含成员名称的第一列，以便在滚动和编辑成员属性的同时，仍可以看到成员名称。要解冻列，请再次单击冻结。
查找成员

要在简化的维编辑器网格中查找维成员：
1. 查看维的编辑成员属性。请参阅“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2. 对于搜索，选择名称、别名或两者。
3. 输入要搜索的搜索文本（成员名称、别名或者部分字符串）。
4. 单击向上搜索或向下搜索。

对成员进行排序
可按子代或后代顺序，采用升序或者降序对成员进行排序。对成员排序会影响大纲。
要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对成员进行排序：
1. 查看编辑成员属性。

请参阅“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2. 在维网格中，选择要对其子代或后代进行排序的成员。
3. 对于排序，选择子代或后代。

按子代排序仅影响选定成员下一级中的成员。按后代排序影响选定成员的所有后代。
4. 单击按升序排序或按降序排序。

将成员移至其他层次
要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将成员移至其他层次：
1. 查看编辑成员属性。请参阅“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2. 查看编辑成员属性。
3. 单击保存。

从 Microsoft Excel 复制成员名称
要从 Microsoft Excel 复制和粘贴成员名称：
1. 在 Excel 中，突出显示一个单元格或一系列单元格中的成员名称，然后按 Ctrl+C 将数据复制到剪贴板。
2. 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突出显示并选择目标单元格，然后按 Ctrl+V。
3. 当显示了剪贴板帮助程序时，再次按 Ctrl+V。数据将粘贴到剪贴板帮助程序中。
4. 单击粘贴将数据粘贴到简化的维编辑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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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成员公式
您可以直接在简化的维编辑器网格中、在公式栏中或在成员公式对话框中（可用于验证成员公式）定义或编辑成员公式。
可以定义成员公式并用它来执行成员计算，成员公式中可包括运算符、计算函数、维、成员名称和数字常量。此外，成员公式中还可包括：
• 公式中允许的运算符类型、函数、值、成员名称、UDA 等。
• 预定义的公式表达式，其中包括智能列表值，在数据库刷新时将展开为公式或值。
要在简化的维编辑器中定义或编辑成员公式：
1. 查看编辑成员属性。请参阅“访问简化的维编辑器”。
2. 在网格的默认公式列中，选择要为其定义或编辑公式的成员。使用以下选项之一为成员定义或编辑公式：

• 在维编辑器网格中再次单击单元格以输入或编辑公式。
• 在维编辑器网格上方的公式栏中单击，然后输入或编辑公式。
• 单击公式栏旁边的 ，然后输入或编辑公式。

提示：
要使成员名称包含在公式中，请将焦点置于网格中的公式单元格上。在按住
Ctrl 键的同时单击要包含在公式中的成员名称。该成员名称将显示在公式栏中。

• 可选：要检查成员公式的有效性，请单击公式栏旁边的 ，然后单击验证。
• 单击保存。

编辑维属性
要编辑维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在应用程序屏幕上，单击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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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要查看或修改的维名称，以打开“编辑维属性” 。
 

 

4. 在“编辑维属性”屏幕上，根据需要修改维属性。
5. 可选：（仅限稀疏维）单击创建以添加属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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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完成。
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编辑成员属性

您可以使用维编辑器来编辑可用维的成员属性。一次可以处理多个成员。
要编辑维成员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在应用程序屏幕上，单击维。

 

 

3. 单击要查看或修改其成员属性的维名称，然后单击编辑成员属性 。选定成员的详细信息将显示在维编辑器中，其中还包括关联的公式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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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帐户”等维名称旁边，单击三角符号  以显示选定维和成员的所有属性：
• 在下拉列表中
• 列标题
要在简化的维编辑器网格中编辑成员属性，请在某个网格单元格内单击以编辑文本，或查看可从中选择成员属性的下拉菜单。此外，您也可以将成员属性值拖放到行和列以填充相同的属性。
 

 

5. 可选：要控制表的视图，请右键单击成员名称或父代名称的列标题，然后选择相应的选项以显示表：
• 选择强制显示所有列以在屏幕上显示所有可用的列。
• 选择同步调整大小以同等宽度显示每列。
• 选择默认模式以仅显示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的列。如果清除默认模式，将显示所有可用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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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从操作中，选择相应的选项或图标以修改维属性，例如，添加子代、添加同级、显示祖先或显示用法等。
 

 

7. 可选：（仅限稀疏维）单击创建以添加属性维。
8. 在操作下，选择验证元数据定义以检查成员公式的有效性。系统将显示所有验证错误，您必须解决这些错误才能继续。
9.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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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使用成员
您可以为成员分配访问权限，并重新排列维成员层次。
为实现 佳性能，Tax Reporting 对每个维中允许的 大维成员数量实施了限制。Tax
Reporting 将显示错误消息，说明您已超出可接受的维成员数量，从而阻止您保存不符合标准的元数据。

做出选择
只有您有权访问的成员、替代变量和属性会显示出来。仅当您调用成员选择器选择多个成员时，才会显示选定项窗格。
如果使用有效交叉点规则，则在应用程序表单和 Calculation Manager 规则的运行时提示中将仅显示有效成员。在 Web 即席表单和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即席表单中，应用程序不会在视点和页轴中按有效交叉点规则进行筛选。只有网格中的单元格会遵循即席表单中的有效交叉点规则。
要做出选择：
1. 单击 。
2. 可选：执行以下任务：

• 要输入搜索标准（仅成员名称或别名），请按 Enter 键（在台式机上），或者单击搜索（在移动设备上）。

注：
搜索不区分大小写。可搜索一个词、多个词或通配符字符。请参阅“在搜索中使用通配符”。

• 要更改显示选项，例如，查看变量和属性、显示别名、显示成员计数、按字母顺序排
序、刷新成员列表或清除所选内容，请单击搜索旁边的 ，然后从显示选项的列表中进行选择。

• 要筛选在成员列表中显示的成员，请在搜索旁的  下方选择添加筛选器，然后从筛选器选项的列表中进行选择。

注：
Android 用户可以通过单击  来查看和选择筛选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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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单击成员列表中的成员来做出选择。
要了解如何选择相关成员，请参阅“成员关系”。

注：
• 选定的成员将显示一个复选标记并会被移动到选定项窗格中（如果适用）。
• 要展开父代成员以查看其子代成员，请单击父代成员名称右侧的展开图标。单击展开图标不会选择父代成员。
• 要清除所选内容，请单击 ，然后选择清除选择。

有时，您可能会发现要选择的视点和页轴成员被隐藏。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应用了有效交叉点后，在视点和页轴中选择的维导致选择其他维无效。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清除选择选项来清除之前选择的视点和页轴成员。然后，可以再次使用视点和页轴来选择之前被隐藏的成员。
• 要显示因有效交叉点规则而被隐藏的所有成员，请单击 ，然后选择显示无效的成员。将会显示无效的成员，但不可用于选择。

4. 可选：执行以下任务：
• 要进一步细化在选定项窗格中选择的相关成员，请单击成员右侧的  以显示成员关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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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关系名称以选择相关成员，不包括选定成员。单击关系名称右侧的包括图标 以选择相关成员，包括选定成员。
有关关系的说明，请参阅“成员关系”。

• 如果定义了替代变量或属性，请在成员选择区域下单击成员旁边的 ，然后选择替代变量或属性，以便为替代变量或属性选择成员。成员将显示为子代。表单中仅显示用户对其拥有读取访问权限的成员。
• 要在选定项窗格中移动或删除成员，请单击选定项旁边的 。
• 要在维层次中突出显示某个所选成员的位置，请在选定项窗格中双击该成员的名称。

注：
要在移动设备上突出显示某个所选成员的位置，请在选定项窗格中点击该成
员的名称，然后点击选定项旁边  下面的定位。

5. 完成选择后，单击确定。
成员关系

此表说明了在成员选择期间将包括哪些成员和相关成员。
表 13-1    成员关系
关系 包括的成员
成员 选定的成员
祖先 选定的成员上方的所有成员，不包括选定的成员本身
祖先（包括） 选定的成员及其祖先
子代 处于选定的成员下面一级的所有成员
子代（包括） 选定的成员及其子代
后代 选定的成员的所有后代，不包括选定的成员本身
后代（包括） 选定的成员及其后代
同级 在层次中与选定的成员处于相同级别的所有成员，不包括选定的成员本身
同级（包括） 选定的成员及其同级
父代 选定的成员上面一级的成员
父代（包括） 选定的成员及其父代
0 级后代 选定的（没有子代的）成员的所有后代
左侧同级 与选定成员具有同一父代且位于其之前的成员
左侧同级（包括） 选定的成员及其左侧同级
右侧同级 与选定成员具有同一父代且位于其之后的成员
右侧同级（包括） 选定的成员及其右侧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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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续） 成员关系
关系 包括的成员
上一个同级 与选定成员紧邻且具有同一父代且位于其之前的那个成员
下一个同级 与选定成员紧邻且具有同一父代且位于其之后的那个成员
上一个 0 级成员 显示在选定成员之前的上一个零级成员

示例：PrevLvl0Mbr(Jan) 返回 BegBalance；
PrevLvl0Mbr(Jul) 返回 Jun；
PrevLvl0Mbr(BegBalance) 返回空结果

下一个 0 级成员 显示在选定成员之后的下一个零级成员
示例：NextLvl0Mbr(Mar) 返回 Apr；
NextLvl0Mbr(Dec) 返回空结果

上一层代成员 同一层代内与选定成员紧邻且位于其之前的那个成员
下一层代成员 同一层代内与选定成员紧邻且位于其之后的那个成员
相对 返回同一层代中相对于指定成员具有指定偏移的一个成员。

示例：Relative("Jan", 4) 返回 May，即标准每月期间维中的 1 月加上 4 个月；Relative("Jan", -2)返回 Nov，即标准每月期间维中的 1 月减去 2 个月。
相对范围 向前推时返回开始成员到偏移成员的所有成员，向后推时返回偏移成员到开始成员的所有成员。

示例：RelativeRange("Jan", 4) 返回 Jan、Feb、
Mar、Apr、May；RelativeRange("Jan", -2) 返回
Nov、Dec、Jan。

注：
成员关系适用于任何维，而不仅仅是期间维。在示例中使用了期间维，因为它更容易解释，因为时间是线性的。

在搜索中使用通配符
您可使用这些通配符字符来搜索成员。
表 13-2    通配符
通配符 说明
? 匹配任意单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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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续） 通配符
通配符 说明
* 匹配零个或多个字符。例如，可输入 "sale*" 来搜索 "Sales" 和 "Sale"，因为 * 表示在单词

"sale" 之后包含零个或多个字符。
默认搜索使用 * 通配符。例如，输入 "cash" 将搜索 "cash*"，并将返回 "Restricted Cash"、
"Cash Equivalents"、"Cash" 和 "Noncash
Expenses"，因为在每个匹配项中都出现了单词 "cash"。

# 匹配任意单个数字 (0-9)

[列表] 匹配指定字符列表内的任意单个字符。您可以列出特定的字符作为通配符使用。例如，输入
[plan]，可将方括号内的所有字母作为单个通配符字符使用。可使用 "-" 字符指定一个范围，例如 [A-Z] 或 [!0-9]。要将 "-" 字符作为列表的一部分，请在列表的开始位置输入该字符。例如，[-@&] 将方括号内的字符作为通配符字符使用。

[!列表] 匹配不在指定字符列表内的任意单个字符。还可使用 "-" 字符标识某个范围，例如 [!A-Z] 或 [!
0-9]。

植入的维成员
每个维都植入了成员，以实现灵活的应用程序配置。植入成员在创建时带有前  FCCS 或
TRCS，例如 TRCS_Tax Accounts 或 FCCS_Balance_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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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还包含内置计算。
关于植入成员的准则
• 不能删除植入成员。
• 不能重命名植入成员。
• 不能更改成员属性。
• 不能更改成员公式。
• 可以修改成员别名。
• 可以修改帐户的兑换率类型。
向植入的基本成员添加子代
在帐户、数据源、移动和多 GAAP（如果使用）维中，存在 FCCS_植入成员。如果这些成员的数据存储属性为“动态”，则您可以向其添加子代。
在维中移动植入成员
所有植入成员的父代必须始终与应用程序创建过程中创建的父代相同。如果不想使用全部植入成员，您需要在适当的情况下创建特定于用户的成员。如果要为植入成员创建另外的父代，您可以创建备用层次。
不过，您可以对父代成员下的植入成员重新排序。
重新排列植入的帐户成员
Tax Reporting 具有植入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结构，其中包含父成员和基本成员。可以更改植入层次的结构以及添加其他父成员和基本成员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以下准则适用：
• 不能更改植入帐户的成员名称，但可以更改别名。可为单独的帐户描述添加其他别名表。可以按别名和成员名称加载、查看以及搜索数据（在成员选择器中）。
• 可以创建多个备用层次以用于不同的报表需求。这些备用层次应包含主层次中的所有基本成员，但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组织。
• 请注意，如果忽略植入的帐户层次，各个系统计算和植入的计算将丢失。系统中包含了许多依赖帐户结构的计算。
启用了使用跟踪的公司内数据和所有权管理的资产负债表帐户
如果启用了“使用跟踪的公司内数据”选项，则“所有权管理”等其他选项将可用。如果启用了“所有权管理”，系统将添加所有权管理帐户并添加 CTA/CICTA 帐户（如果尚未添加），然后添加动因帐户。
启用了使用跟踪的公司内数据和所有权管理的移动成员
如果启用了“使用跟踪的公司内数据”选项，则“所有权管理”等其他选项将可用。启用所有权管理将执行以下操作：
• 启用“期初余额所有权更改”系统规则，该规则需要其他成员（FCCS_Mvmts_Acquisitions、FCCS_Mvmts_Dis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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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入标准可配置合并规则，这些规则使用 FCCS_Mvmts_Acquisitions_Input 和
FCCS_Mvmts_Disposals_Input。

动态成员
动态成员是值在请求数据时动态计算的成员。不会存储这些值。 常见的动态计算类型是比率计算。
要启用父代成员以便添加动态子代：
1. 从主页中，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选择维。
3. 选择该成员并单击编辑 。
4. 在成员属性选项卡上，单击启用动态子代。

 

 

5. 可选：设置成员属性可能的动态子代数。（默认值为 10。）该设置可确定为了在父代下动态添加或加载成员而创建的占位符数。如果使用了所有占位符，则后续添加的子代将作为普通成员添加，并且直到刷新数据库后才能使用。
6. 可选：设置成员属性授予成员创建者的访问权限。（默认值为“继承”。）
7. 单击保存。
8. 刷新数据库，在使用了动态成员的数据库中为这些动态成员创建占位符。

添加或编辑成员
要添加或编辑成员：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在维列表中，选择一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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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以下操作：
• 要添加一个子代成员，请在维层次中选择要添加成员的父代级别，然后单击添

加子代 。
• 要添加同级，请在维层次中选择要添加同级的级别，然后单击添加同级 。
• 要编辑成员，请从维层次中选择成员，然后按 Enter 或单击编辑。

4. 在成员属性中，设置或更改下表中所述的成员属性：
表 13-3    成员属性
属性 值
名称 输入一个在所有维成员中都是唯一的名称。可以在名称中使用特殊字符，例如 & 符号或空格。

注意：
请勿在名称中使用逗号，这不是有效字符。

说明 可选：输入说明。
别名表 可选：选择用于存储别名的别名表。
别名 可选：输入成员的备用名。

可以在名称中使用特殊字符，例如 & 符号或空格。

注意：
请勿在名称中使用逗号，这不是有效字符。

帐户类型 选择帐户类型：
• 收入
• 资产
• 负债
• 权益
• 保存的假设

差异报表 选择“费用”或“非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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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续） 成员属性
属性 值
时间余额 请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流 - 用于平均汇率
• 第一个
• 余额 - 用于期末汇率
• 平均值
• 填充

跳过 不适用
兑换率类型 请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无汇率
• 平均值
• 期末
• 历史
• 历史金额覆盖
• 历史汇率覆盖

源多维数据集 请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无
• 合并
• 汇率

数据存储 选择数据存储属性。对于新的自定义维成员（根成员除外），默认值为“从不共享”。
• 存储
• 动态计算和存储
• 动态计算
• 从不共享
• 共享
• 仅标签

两遍计算 指定是否根据父代成员或其他成员的值来重新计算成员的值。适用于带有“动态计算”或“动态计算和存储”属性的“帐户”和“实体”成员。
允许高级别实体输入 指定此成员是否允许父实体输入。
计划类型 选择成员对于哪种应用程序类型有效。
数据类型 选择一种数据类型：

• 未指定
• 货币
• 非货币
• 百分比
• 日期
• 文本
• 智能列表

智能列表 不适用
启用动态子代 使用户可以在已配置有动态父代成员的业务规则的运行时提示中输入成员名称，从而创建该成员的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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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续） 成员属性
属性 值
可能的动态子代数 如果选择了启用动态子代，则该选项可用。输入用户可创建的动态添加的 大成员数。默认值为 10。
授予成员创建者的访问权限 如果选择了启用动态子代，则该选项可用。确定成员创建者对他们使用运行时提示创建的动态成员的访问权限：• 继承 - 成员创建者将继承 近父代对新建成员的访问权限。

• 无 - 不为成员创建者分配对新建成员的任何访问权限。（管理员可以稍后为成员创建者分配对成员的访问权限。）
• 读取 - 将为成员创建者分配对新建成员的读取访问权限。
• 写入 - 将为成员创建者分配对新建成员的写入访问权限。

注：
如果管理员更改这些设置，它们仅影响将来的动态成员；它们不会追溯地影响动态成员。

5. 单击刷新数据库 。“计算状态”已修改为“系统已更改”。
6. 即使实体与其父代具有相同的基本货币，也要执行计算汇率。

注意：
即使父代和新实体具有相同的基本货币且看起来不需要计算汇率，也不要跳过此步骤。如果未执行计算汇率步骤，则运行合并时，数据不会进行汇总。之后无法返回并启动计算汇率，因为新实体的状态未受影响，且操作将无法正确执行。

7. 加载或输入新实体的数据。请参阅“导入数据”。
8.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数据状态和计算状态。新实体及其祖先的计算状态应为受影响。
9. 合并新实体和/或其祖先。

删除成员
每个数据值由一组维成员值和一个应用程序类型来标识。删除维成员或取消选择应用程序类型会导致在刷新应用程序时丢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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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开始此过程之前，请先执行备份。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Backup and Recovery Guide》。

删除成员之前，请使用“显示用法”来了解这些成员用于应用程序中的何处（用于哪些表单、兑换率等）。
在将实体成员从“维”中删除之前，必须先在整个应用程序中将其删除。例如，如果实体成员用于表单，则必须在从“维”中删除该成员之前先从表单中将其删除。
要删除成员：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维。
3. 从维层次中选择要删除的实体成员。
4. 单击删除。删除基本成员同时会删除其共享成员。
5. 单击确定。
6. 更新并验证规则和报表。

删除父代成员
数据值由一组维成员值和一个应用程序类型来标识。删除维成员或取消选择应用程序类型会导致在刷新应用程序时丢失数据。

注意：
在开始此过程之前，请先执行备份。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Backup and Recovery Guide》。

要从维层次中删除父代成员及其所有后代：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维。
3. 在维列表中，选择要删除其成员、后代或分支的维。
4. 单击删除。
5. 单击确定。

使用共享成员
通过共享成员可以在应用程序中建立备用汇总结构。必须先存在一个基本成员，才能创建共享成员。可以为基本成员创建多个共享成员。基本成员必须在其共享成员前面按从上到下的顺序显示。
实体维、帐户维和用户定义的自定义维中可以使用共享成员。共享成员的值可以忽略，以避免在汇总大纲时被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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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成员与基本成员共享某些属性定义，如成员名称、别名、基本货币和对成员有效的应用程序类型。各共享成员必须具有唯一的父代成员和不同的汇总聚合设置。共享成员不允许有自定义属性、自定义属性值和成员公式。重命名基本成员时所有共享成员都会被重命名。
共享成员不能移动到其他父代成员中。必须先删除共享成员，然后在不同的父代成员下重新创建。共享成员必须处于层次中的 低级（零级），且不能带有子代。基本成员不需要处于 0 级。可以在共享成员中输入数据，而值存储在基本成员中。
共享成员的显示方式与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选择成员时所使用的维层次中的基本成员相似。

创建共享成员
创建共享成员与创建其它成员的方式相似，不同点在于：
• 基本成员不可作为共享成员的父代。
• 不能将共享成员添加为基本成员的同级。
• 共享成员的名称必须与基本成员的名称相同。可以有不同的说明
• 必须为共享成员选择“共享为数据存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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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导入和导出数据
相关主题
• 导入数据
• 导出数据
• 查看数据导入和导出状态

导入数据
要准备应用程序，请加载以下数据：
• 帐簿数据，包括试算平衡表和纳税申报数据

注：
试算平衡表数据应加载到 TRCS_TBClosing 移动和 FCCS_Data Input 或
FCCS_Managed Data 数据源。其他帐簿数据（例如固定资产税折旧）可加载到 TRCS_BookClosing 移动和 FCCS_Data Input 或 FCCS_Managed Data数据源。

• 税帐户数据，包括永久性和暂时性调整以及税损失和税抵免调整
• 税项前滚付款和退款
• 平均员工数（适用于按国家/地区报告）
在加载数据之前，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 仅加载到基本成员
• 确保数据仅包含有效的目标金额
• 确保要加载到的审批单元尚未锁定
导入维后，您可以通过导入数据文件来填充数据。

注：
导入数据时，不会为了确定哪些交叉点有效而针对交叉点执行验证，数据将加载到所有的交叉点中。要查看已加载到无效交叉点中的数据，请在导入数据之前运行无效交叉点报表以查看并清除无效的交叉点。请参阅“创建无效交叉点报表”。

要导入数据，您必须是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
您可以在文本文件中包含将文件数据映射到维的节，然后使用该文件加载数据。当您加载多个数据文件时，它们会按顺序进行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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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您的文件未采用 Tax Reporting 所需的格式，或者您需要在集成过程超出本地数据加载实用程序的范围时加以控制，服务管理员可以设置配置文件、创建数据加载规则、定义映射以及从外部系统加载数据。请参阅“使用数据管理导入和导出数据”

要导入数据：
• 为要导入的每个对象创建一个导入文件。请参阅“创建数据导入文件”。
• 加载导入文件（可以同时导入多个维的文件）。请参阅“加载数据导入文件”。

注：
加载数据时，不要运行报表、帐簿或批处理。

观看此视频，了解有关在 Tax Reporting 中加载数据的详细信息：  介绍：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加载数据。

创建数据导入文件
在开始加载之前，您必须为要导入的每个对象（数据、智能列表和兑换率表）创建一个导入文件。导入文件必须包含一个标题记录，标题记录的下面是要导入或更新的数据记录的列表。文件格式可以是 .csv（逗号分隔）或 .txt（制表符分隔或其他分隔符字符）。
创建数据文件导入格式
文件由行和列组成。
第一行由列标题组成。第一个列标题是导入维的维名称。它后面可以是另一个称为“动因维”的维成员。下一个列标题是视点， 后一个列标题是数据加载多维数据集名称。
在每行中，加载维的成员作为第一列。接下来几列是各个动因成员的数据值。视点列包含剩余维的成员，用来唯一标识数据导入的单元格。 后一列是多维数据集名称 - 合并、汇率或按国家/地区报告。

加载方法
将数据文件加载到应用程序中时，可使用以下选项。
• 合并 - 使用此选项可用加载文件中的数据覆盖应用程序中的数据。数据加载文件中的每条记录都会导入单元格以替换旧值（如果有）。
• 替换 - 使用此选项可替换应用程序中的数据。在替换模式下，在遇到特定方案/年份/期间/实体/映射的数据源的第一条记录之前，该方案、年份、期间、实体和映射的数据源的整个数据组合都被清除，无论这些数据是手动输入的还是以前加载的。
• 累计类型 -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可累计应用程序中的数据与加载文件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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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 数据导入文件中的每条记录会替换数据库中该记录的现有值。
– 使用数据库 - 将数据加到单元格的现有值。
– 在文件中 - 系统累计文件中的单元格值。

加载方法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加载选项的工作方式。假设应用程序中存在以下数据：
 

 

加载文件包含以下数据：
 

 

以下示例显示了使用这些选项组合导入后的数据：
合并，无
 

 

替换，无
 

 

合并，使用数据库
 

 

替换，使用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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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在文件中
 

 

替换，在文件中
 

 

加载数据导入文件
要导入数据文件：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在“应用程序”屏幕上，单击概览选项卡，然后从操作中选择导入数据。

 

 

3. 在“导入数据”屏幕上，单击创建。此时将显示另一个“导入数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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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位置下，选择数据导入文件的位置：
• 本地 - 从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导入数据导入文件。
• 收件箱 - 从服务器导入数据导入文件。

5. 对于源类型，选择数据源类型：
• Planning

• Essbase

6. 对于文件类型，选择一个选项：
• 逗号分隔
• 制表符分隔
• 其他 - 输入导入文件中使用的分隔符字符。对于受支持的分隔符字符和例外的列表，请参阅“支持的其他分隔符字符”。

7. 选择导入模式：
• 合并 - 覆盖应用程序中的数据。每条数据记录都会导入单元格以替换旧数据（如果有）。
• 替换 - 替换应用程序中的数据。在替换模式下，在遇到特定方案/年份/期间/实体的第一条记录之前，该方案、年份、期间和实体的整个数据组合都被清除。

8. 选择累计类型：
• 无 - 替换数据库中记录的现有值。
• 使用数据库 - 将数据加到单元格的现有值。
• 在文件中 - 累计文件中的单元格值。

9. 选择源文件：在源文件下，浏览以选择源文件，然后单击更新。
• 如果选择了本地，请单击浏览以导航至文件。
• 如果选择了收件箱，请在源文件中输入文件名。

10. 从日期格式，选择要使用的格式。
11. 在上次导入下，查看上次导入的日期。如果这是第一次，会显示消息来指示没有要显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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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选： 如果所选位置是收件箱，请单击另存为作业以将导入操作另存为作业，您可以安排该作业立即运行或稍后运行。
13. 可选：如果所选位置是本地，请单击验证以测试导入文件格式是否正确。
14. 可选：在开始导入之前，查看选定的选项。

注：
导入数据时，不会为了确定哪些交叉点有效而针对交叉点执行验证，数据将加载到所有的交叉点中。要查看已加载到无效交叉点中的数据，请在导入数据之前运行无效交叉点报表以查看并清除无效的交叉点。请参阅“ 创建无效交叉点报表”。

15. 单击导入。
16. 在指明数据已成功提交的信息消息中，单击确定。
17. 要查看有关导入过程的详细信息，请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作业，然后在 近的活动下单击导入的链接以查看详细信息。

导出数据
您可以从“应用程序”页面导出数据。
作为替代方案，您也可以使用数据管理来导出数据。使用 Oracle Tax Reporting Cloud创建一个自定义应用程序作为源，然后从数据管理导出数据并保存导出文件。请参阅“使用数据管理导入和导出数据”。
要导出数据：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单击概览选项卡，然后从操作中选择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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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导出数据”页面上，单击创建。此时将显示另一个“导出数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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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导出数据页面上，选择数据导出文件的目标位置：
• 本地 - 将导出文件保存到本地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
• 发件箱 - 将数据导出文件保存到服务器。

5. 对于多维数据集，选择合并、汇率或按国家/地区报告。
6. 在文件类型下，为导出文件选择选项：

• 逗号分隔 - 为每个对象创建一个逗号分隔的 .csv 文件。
• 制表符分隔 - 为每个对象创建一个制表符分隔的 .txt 文件。
• 其他 - 为每个对象创建一个 .txt 文件。输入您要在导出文件中使用的分隔符字符。对于受支持的分隔符字符和例外的列表，请参阅“支持的其他分隔符字符”。

7. 对于智能列表，指定导出标签或导出名称。
8. 对于动态成员，选择包括或排除。
9. 在切片定义下，选择要导出的数据切片的行、列和视点。
10. 选择导出数据的操作：

• 如果所选位置是发件箱，请单击另存为作业以将导出操作另存为作业，您可以安排该作业立即运行或稍后运行。
• 如果所选位置是本地，请单击导出，然后指定保存数据导出文件的位置。
为了减小数据导出文件的大小，如果表单中有一整行 #missing 值，则将在数据导出文件中省略该行。

查看数据导入和导出状态
“作业”屏幕显示 近导入和导出作业的详细信息。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 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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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作业选项卡。
3. 在 近的活动下，单击导入或导出作业的名称以查看详细信息。
4. 在挂起的作业下，查看调度运行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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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使用数据管理导入和导出数据
相关主题
• 使用数据管理导入数据
• 使用数据管理导出数据

使用数据管理导入数据
使用数据管理可以将外部源系统中的数据与 Oracle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Cloud集成。可以将源系统中的数据导出到平面文件或 Microsoft Excel 文件中。可以将平面文件中的数据映射到 Oracle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Cloud 维结构，然后将数据导入到您的应用程序。例如，您可以定义“期间”映射，将源系统的“期间”名称和“键”映射到应用程序的“期间”和“年份”。类别映射将源系统的数据类别映射到应用程序的数据类别和频率。
在使用数据管理从外部系统加载数据之前，管理员应执行以下设置任务：
• 定义导入格式以定义源数据文件的布局。指定如何将数据源中的列或字段映射到 Oracle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Cloud 数据结构。
• 创建要与数据集成关联的位置。每个位置都有自己的数据加载映射和数据加载规则。
• 为每个位置定义数据加载映射，用以将每个维的源系统成员名称映射到对应的应用程序成员名称。
• 创建数据加载规则，用以指定要加载到选定类别和期间的数据文件。如果您希望以后运行数据加载规则，可以从“调度”选项中进行选择（例如“每天”或“每周”）。
使用设置过程，您可以将数据导入数据暂存表，以便在设置和成员映射加载到应用程序之前验证其是否正确。
定义数据管理映射后，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新映射和数据加载规则。例如，如果为某个位置添加了新帐户或维成员，或者更改了成员名称，则可以更新源系统成员名称到应用程序成员名称的映射。
如果您具有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角色，则可以从数据管理加载数据。
在数据导入过程完成后，可以打开数据表单来验证是否成功加载了数据。您可以对数据表单中的单元格进行穿透钻取来查看加载到单元格的源数据。
要访问数据管理：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然后在集成下单击数据管理。
2. 单击设置选项卡，然后按照《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管理”》指南中的过程操作。
观看以下视频，了解有关数据集成的信息：
• 设置数据集成
• 运行和更新数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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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管理导出数据
您可以从应用程序导出数据进行分析或将其导入到其他系统中。您可以使用数据管理导出数据后暂存在临时表中，然后导出到带分隔符的平面文件。
如果您具有服务管理员角色，则可以从数据管理导出数据。
服务管理员必须先在数据管理中执行设置任务来设置数据导出：
• 添加一个自定义目标应用程序。您提取的数据在导出到平面文件之前存储在该目标应用程序中。
• 为导出过程指定应用程序详细信息和维详细信息。
• 定义导入格式，以将源系统中的数据映射到目标应用程序中的维。
• 创建位置，以将导入格式链接到数据加载规则。
• 为每个位置定义数据映射，用以将每个维的源系统维成员名称映射到对应的目标应用程序名称。
• 创建数据加载规则，以运行数据提取过程。
运行数据导出过程后，“状态”列将显示当前状态。此时数据暂存在数据管理中。您可以从“过程详细信息”页面中下载数据文件并保存数据文件。
要访问数据管理：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然后在集成下单击数据管理。
2. 单击设置选项卡，然后按照《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管理“数据管理”》指南中的过程操作。
观看以下视频，了解有关使用数据管理提取数据的信息：

 使用数据管理提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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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设置税率
相关主题
• 设置税率
• 输入税率
• 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全国性
• 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区域性
• 将期末税率应用于所有本年移动
• 将期初税率应用于“上年调整（仅限递延）”列

设置税率
Tax Reporting 要求您在法人实体级别输入相应的全国性所得税率和区域性所得税率以及分配率。
“税率”表单包含系统为特定实体计算全国性和区域性预提时所需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税率以及分配率。
 

 以下税率类型可用于每个管辖范围：
表 16-1    税率类型
税率类型 说明
上年本期税率 上年的全国性法定税率。此税率仅用于提供信息。
本年本期税率 当前期间的全国性法定税率。此税率用于以下计算中：

• 本期预提
• 递延税额前滚中的本年活动
• 合并的实际税率报表中的外汇汇率差异
• 递延税额前滚中的本年税率更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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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续） 税率类型
税率类型 说明
期初递延税额率 – 非流动 要用于归类为非流动的暂时性差异的年初递延税额率。此税率用于以下计算中：

• 年初递延税额资产和负债
• 递延税额前滚中的年初税率更改部分

期末递延税额率 – 非流动 要用于归类为非流动的暂时性差异的年末递延税额率；用于计算期末递延税额资产/负债和递延税额前滚中的年初和本年税率更改部分。
期初区域性税分配 系统在递延预提中计算期初税余额时要使用的上年分配百分比。
本年区域性税分配 系统在递延预提中根据本年活动计算本期预提中分配的利润时要使用的本年分配百分比。
期末区域性税分配 系统在递延预提中计算期末税余额时要使用的年末分配百分比。
活动区域标志 标识必须为其计算所得税预提的区域（例如美国的某个州）。

提示：
为了让数据在全国性和区域性管辖范围之间正确流动，必须将“全国性税率”中每个活动管辖范围的“活动区域标志”设置为活动。

输入税率
“税率”表单用于为应用程序输入全球税率，系统为特定实体计算全国性和区域性预提时需要这些全球税率。

注：
某些暂时性差异帐户（税损失）会因法定税率降低而产生税务影响，具体取决于税务局或国家/地区级别的法规。如果您需要为特定的暂时性差异帐户输入递延税额覆盖税率，请参阅以下几个部分：
• 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全国性
• 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区域性

要输入全球税率：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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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税率选项卡。有关表单上每一列的说明，请参阅“设置税率”。
 

 

3. 单击“编辑成员” ，通过为方案、年份、期间和实体维选择成员来设置视点。合适情况下，您将会看到与所选实体的全国性归属地和任何区域对应的一行。默认情况下不会为任何区域性管辖范围计算所得税预提。
4. 在活动区域标志列下，选择活动来为所选的实体成员激活该区域的税预提计算。

提示：
为了让数据在全国性和区域性管辖范围之间正确流动，必须将“税率”中每个活动管辖范围的“活动区域标志”设置为活动。

5. 为每种类型输入税率。您必须以小数格式输入税率百分比，然后单击输入。例如，输入 .05 将显示 5%。
6. 单击保存。
7. 合并实体以应用修改的税率，并在税预提中使用新税率。

第 16 章输入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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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全国性
在输入税率时，某些暂时性差异帐户（税损失）会因法定税率降低而产生税务影响，具体取决于税务局或国家/地区级别的法规。要纳入递延税额，您可以根据每一项的预计冲销时间来按暂时性差异评估税率。只有“GAAP 到 STAT”和“STAT 到税务”下的暂时性差异帐户可用。此功能自动处于启用状态，但是，如果未输入帐户覆盖税率，则会应用相应的实体税率。
可以将递延税额计算的税率覆盖应用于特定的暂时性差异帐户。在税率发生变化的情况中，基于差额的冲销模式，在帐户级别使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应用混合税率。

注：
对于权益暂时性差异帐户，如果应用了权益冲销目标帐户属性，则不计算递延税额差异（增量），因为通过冲销消除了本年移动；因此，这不会对税率调节产生影响。

递延税额覆盖税率不同于本年税率，仅适用于递延税额计算。
• 如果未定义覆盖税率，则应用程序使用本年税率计算税额。
• 如果定义了覆盖税率，则应用程序使用该税率计算所有期末成员的税额。将计算本年税率与覆盖税率之差，然后将差额存储在相应的前滚成员中。
示例：
本年税率：30%；覆盖税率：40%

TRCS_CYSys->TRCS_PreTax = 10,000

TRCS_CYSys->TRCS_Tax = 3,000

（自动覆盖税率增量）TRCS_CYSysTR->TRCS_Tax = 1000（即，10000 * (40% -
30%)）
（自动覆盖税率 = 自动 + 自动覆盖税率增量）TRCS_CYSysDT→TRCS_Tax = 4000

应用程序将以本年税率计算自动 (TRCS_CYSYS) 和调整 (TRCS_CYADJ) 成员，然后计算本年税率与递延税额覆盖税率之差，并将差额存储在自动覆盖税率增量
(TRCS_CYSysTR)/调整覆盖税率增量 (TRCS_CYAdjTR) 移动成员中。
覆盖税率增量将仅针对“自动”和“调整”列。

注：
如果帐户标识为实体临时帐户，则 TRCS_CYSys 和 TRCS_CyAdj 金额会冲销到 TRCS_CYSysReversal 和 TRCS_CyAdjReversal。

在保存全国性或区域性递延税额覆盖税率之后，将在计算中自动使用调整后的覆盖税率。
要按递延税额帐户应用税率覆盖：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配置。

第 16 章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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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配置”屏幕中，选择税率。如果需要，按照“输入税率”中的说明输入本年税率。
3. 选择递延税额覆盖税率选项卡。

 

 

4. 选择递延税额覆盖税率所应用到的必需 POV。
5. 对于选定的帐户，输入每种类型的税率：

a. 在期初覆盖税率下，输入所需的覆盖税率的值。
b. 在本年覆盖税率下，输入本年的覆盖税率值。
c. 在期末覆盖税率下，以小数格式输入覆盖税率的期末值，例如，输入 0.05 将显示

5%。

注：
如果您将期末税率应用于所有的本年移动，系统将在本年移动上使用期末年税率。尽管在期初税率和期末税率不同时可能会存在年初税率更改，也不会计算本年税率更改。

6. 单击保存。

第 16 章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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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区域性
在输入税率时，某些区域性暂时性差异帐户（税损失）会因法定税率降低而产生税务影响，具体取决于税务局或国家/地区级别的法规。要纳入区域性管辖范围的递延税额，您可以根据每一项的预计冲销时间来按暂时性差异计算税率。此功能自动处于启用状态，但是，如果未输入帐户覆盖税率，则会应用相应的实体税率。
对于“区域性”表单，“GAAP 到 STAT”和“STAT 到税务”下的全国性和区域性暂时性差异帐户均可用。当状态设置为“活动”时，全国性暂时性差异会移动到“区域性”表单，以允许您使用区域性覆盖税率的区域性值覆盖全国性值。

注：
对于权益暂时性差异帐户，如果应用了权益冲销目标帐户属性，则不计算递延税额差异（增量），因为通过冲销消除了本年移动；因此，这不会对税率调节产生影响。

递延税额覆盖税率不同于本年税率，仅适用于递延税额计算。
• 如果未定义覆盖税率，则应用程序使用本年税率计算税额。
• 如果定义了覆盖税率，则应用程序使用该税率计算所有期末成员的税额。将计算本年税率与覆盖税率之差，然后将差额存储在相应的前滚成员中。
示例：
本年税率：30%；覆盖税率：40%

TRCS_CYSys->TRCS_PreTax = 10,000

TRCS_CYSys->TRCS_Tax = 3,000

（自动覆盖税率增量）TRCS_CYSysTR->TRCS_Tax = 1000（即，10000 * (40% -
30%)）
（自动覆盖税率 = 自动 + 自动覆盖税率增量）TRCS_CYSysDT→TRCS_Tax = 4000

应用程序将以本年税率计算自动 (TRCS_CYSYS) 和调整 (TRCS_CYADJ) 成员，然后计算本年税率与递延税额覆盖税率之差，并将差额存储在自动覆盖税率增量
(TRCS_CYSysTR)/调整覆盖税率增量 (TRCS_CYAdjTR) 移动成员中。
覆盖税率增量将仅针对“自动”和“调整”列。

注：
如果帐户标识为实体临时帐户，则 TRCS_CYSys 和 TRCS_CyAdj 金额会冲销到 TRCS_CYSysReversal 和 TRCS_CyAdjReversal。

在保存全国性或区域性递延税额覆盖税率之后，将在计算中自动使用调整后的覆盖税率。
要按递延税额帐户应用税率覆盖：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配置。

第 16 章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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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配置”屏幕中，选择税率。如果需要，按照“输入税率”中的说明输入本年税率。
3. 选择递延税额覆盖税率选项卡。

 

 

4. 选择递延税额覆盖区域性税率所应用到的必需 POV。
5. 对于选定的帐户，输入每种类型的税率：

a. 在期初覆盖税率下，输入所需的覆盖税率的值。
b. 在本年覆盖税率下，输入本年的覆盖税率值。
c. 在期末覆盖税率下，以小数格式输入覆盖税率的期末值，例如，输入 0.05 将显示

5%。

注：
如果您将期末税率应用于所有的本年移动，系统将在本年移动上使用期末年税率。尽管在期初税率和期末税率不同时可能会存在年初税率更改，也不会计算本年税率更改。

d. 在期初覆盖税率分配下，输入所需的覆盖税率分配的值。
e. 在本年覆盖税率分配下，输入所需的覆盖税率分配的值。
f. 在期末覆盖税率分配下，输入所需的覆盖税率分配的值。

6. 单击保存。

第 16 章应用递延税额覆盖税率 - 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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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期末税率应用于所有本年移动
您可以配置替代变量，以将期末税率应用于所有本年移动，而不是像默认情况那样应用本年税率。
创建此变量不会影响数据实体，因此在设置属性之后、执行第一次合并之前，必须确保实体设置为“受影响”状态。
要将期末税率应用于所有本年移动：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工具和变量。
2. 从“变量”表单中，选择替代变量。
3. 单击添加图标  以创建新变量。
4. 对于新变量，输入以下信息：

• 在多维数据集下，选择合并
• 在变量名称下，输入 ApplyDeferredTaxClosingRate。
• 在值下，输入 true。
 

 

5. 单击保存。
6. 在合并应用程序之前，执行以下步骤以确保所有实体都设置为“受影响”状态：

a.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 规则。
b. 在业务规则页上的名称下，选择影响合并多维数据集中有数据的实体。
c. 单击启动，以在运行合并之前应用业务规则。
系统首先以本年税率计算自动 (TRCS_CYSYS) 和调整 (TRCS_CYADJ) 成员。随后计算本年税率与期末税率之差，并将差额存储在自动覆盖税率增量
(TRCS_CYSysTR)/调整覆盖税率增量 (TRCS_CYAdjTR) 移动成员中。
如果帐户标识为权益暂时性帐户，则 TRCS_CYSys 和 TRCS_CyAdj 金额会冲销到
TRCS_CYSysReversal 和 TRCS_CyAdjReversal。

第 16 章将期末税率应用于所有本年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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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期初税率应用于“上年调整（仅限递延）”列
可以创建用来将上年期末税率应用到“上年调整（仅限递延）”列 (TRCS_PYADJDO) 的设置。
要将期初税率应用于“上年调整（仅限递延）”列：
1. 从导航器  中，选择维。
2. 从“维”中，选择移动维。
3. 搜索 TRCS_PYADJDO 成员，然后单击编辑。
4. 选择属性值选项卡，然后展开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上年税率。
5. 选择 ApplyPriorYearClosingRate，单击添加，然后单击保存。

 

 

6. 刷新数据库。

第 16 章将期初税率应用于“上年调整（仅限递延）”列

16-9



17合并数据
相关主题
• 合并过程
• 公司内抵消
• 合并数据
• 合并逻辑
• 转换方法
• 转换数据
• 合并和转换规则
• 合并和转换安全访问权限
• 计算状态
• 查看合并进度
• 使用所有权管理

注：
有关“合并”和“转换”中的安全层的概述，请参阅“管理安全性”。

合并过程
合并是指从后代实体收集数据并将数据聚合到父实体的过程。
Tax Reporting 提供了预构建的计算脚本来处理合并和转换。此外，系统还为某些标准计算过程提供了预构建的脚本和成员公式。例如，默认情况下提供以下规则：
• 合并
• Consolidate_CbCR

• 强制合并
• 转换
• Translate_CbCR

• 强制转换
合并流程包括以下计算：
• 期初余额计算
• RTA（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计算
• 税损失/抵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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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自动化
• 全国性税
• 区域性税
• 实际税率
• 纳税帐户前滚
• 按国家/地区报告，如果启用
• 货币转换
合并过程
将数据输入或加载到基本级或父代税计算实体、计算并调整数据后，您将运行合并来聚合整个组织的数据。您将从表单启动合并流程，该流程如下所述为指定的方案、期间和实体运行合并规则：
1. 用户通过手动输入、数据加载或以实体本位币为单位的调整来输入子实体数据。该数据存储在合并维的实体输入成员中。在合并过程中，系统将运行默认计算规则以全面计算实体输入成员并将状态更改为正常。
2. 系统依赖父实体处理以下步骤：

• 首先，系统将实体合计数据（包括实体输入和实体合并（仅适用于父实体））转换为父代的货币。
• 然后，系统通过应用与父代相关的合并百分比 (PCON) 来处理转换的数据，并将结果存储在合并维的比例成员中。
• 实体比例数据和抵消数据的总和存储在合并维的贡献成员中。
• 然后，系统聚合父实体的所有子实体的贡献数据。系统将合并的结果存储在父实体的实体合并成员中。父实体的状态更改为正常。

转换流程
将根据需要运行转换过程，以将数据从子实体货币转换为父实体货币。如果子实体和父实体使用相同的货币，则不会运行转换过程。
一个实体只能属于一个父代。在您选择从属实体合并到的父实体后，将自动运行必需的过程：
• 系统将对实体的所有后代运行计算规则。
• 如果子实体的数据与父实体的数据采用的货币不同，系统会基于兑换率转换数据。
• 合并过程开始。

合并维中的数据流
有关合并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合并维”。
首先，系统独立于父实体处理以下步骤：
• 用户可以通过手动输入和/或数据加载和/或按实体的本位币进行调整来输入子实体数据。该数据存储在合并维的实体输入成员中。
• 在合并过程中，系统将运行默认计算规则以全面计算实体输入成员并将状态更改为“正常”。
接下来，系统依赖父实体处理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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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系统将实体合计数据（既包括实体输入，又包括实体合并（仅适用于父实体））转换为父代的货币。
• 然后，系统通过应用与父代相关的合并百分比 (PCON) 来处理转换的数据，并将结果存储在合并维的比例成员中。
• 对于任何公司内数据，值会抵消，该数据存储在合并维的抵消成员中。
• 实体比例数据和抵消数据的总和存储在合并维的贡献成员中。
• 然后，系统聚合父实体的所有子实体的贡献数据。系统将合并的结果存储在父实体的实体合并成员中。父实体的状态更改为“正常”。

公司内抵消
应用程序启用了公司内帐户且包含公司内帐户数据时，在合并过程中会发生抵消。
公司内抵消在第一个共同父实体上完成。在公司内抵消过程中，对于任何公司内帐户，系统都会将金额从公司内帐户移至插式目标帐户。
插式目标帐户可以是公司内帐户，也可以是非公司内帐户。如果要在插式帐户中查看单个伙伴的抵消详细信息，则应将插式帐户设置为公司内帐户。否则，每个伙伴的所有抵消详细信息都将存储在公司内维的“非公司内”成员中。请参阅“公司内维”。

合并数据
您可以在表单中启动合并或转换过程，也可以在网格中查看数据状态。Tax Reporting 提供了一个预定义的数据状态网格，行中包含实体，列中包含期间。网格中的数据基于表单中的方案/实体/期间/货币信息。
要合并数据：

注：
在合并过程中会执行转换。有关转换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转换数据 ”。

要合并数据，您可以是服务管理员、超级用户或用户，您还必须对要合并的父实体具有写入访问权限。
选择要合并的基本实体时，系统仅对该实体执行计算。它不会合并到其父实体。
选择父实体时，该父代的所有后代也会合并。
如果合并某个期间的数据且先前期间的数据尚未合并，则该先前期间的数据也会合并。如果选择合并“十二月”期间而某些先前期间受到影响，则系统将从第一个受影响的期间开始合并。
合并过程将对受影响的实体运行。该过程完成后，每个已成功合并的实体的状态都会更改为“正常”。
可以使用强制合并选项来强制对选定的单元格运行合并。例如，如果由于某种外界因素（数据库崩溃或用户停止了合并过程）导致合并过程未正确完成，则将使实体留在正在处理状态。要从这种状态中恢复，您可以使用“强制合并”选项，该选项将合并所有包含数据的实体。
可以在作业控制台中查看合并状态。如果要运行合并但已有合并过程正在运行，您可以运行强制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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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合并数据：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表单和数据状态。
2. 选择要为其运行合并的单元格。
3. 选择视点。
4. 选择要运行合并的单元格。
5. 从操作中，选择合并。
6. 可选：要强制对所有选定的单元格运行合并过程，请单击强制合并。
7. 合并过程成功完成时，系统会显示一条确认消息。单击确定。
8. 要检查合并状态，请打开作业控制台。请参阅“查看合并进度”。

合并逻辑
数据从“实体合计”/“父代货币”合并维成员按比例分配到“按比例分配”。应用的因子始终是为“实体/父实体”组合定义的合并百分比。
抵消或调整的数据可能应用了合并百分比，也可能使用所有权百分比或少数股权（非控股权）百分比。可能还会应用其他比率，例如所有权百分比的变化幅度或实体合并百分比和公司内伙伴合并百分比的减少幅度。
对于每个方案、年份和期间组合，应用的因子基于每个“实体/父实体”组合的所有权管理。所有权管理记录一个法人实体（拥有所有权的公司）对另一个法人实体直接拥有的全部或一部分所有权（百分比）。
所有权管理
所有权管理包括管理全局合并设置，以及基于方案、年份和期间将这些合并设置应用于每个实体层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所有权”。

转换方法
属于跨国集团的一部分的公司通常以本地货币开展业务。当来自所有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到母公司的报表中时，这些多种本地货币必须转换为母公司的报表货币。Tax
Reporting 为多货币应用提供了货币转换。
启用多货币应用时，可以转换为应用货币（主要报表货币）和任何其他报表货币。除非您为添加的报表货币输入了汇率，否则其他报表货币将通过与应用报表货币的中间转换进行转换。此货币转换是使用您提供的汇率执行的。请参阅“转换数据”。
在 Tax Reporting 中，首次创建应用时，系统默认使用“年初至今”(YTD) 转换方法。此外，也可以采用“周期性”转换法计算货币转换。在“税设置”中，可以将所有流转帐户的默认转换方法指定为“周期性”或“年初至今”。“周期性”或“年初至今”转换方法在计算中使用的平均汇率帐户保持不变。
此外，Tax Reporting 还提供了逐个帐户覆盖的转换方法。这通过帐户成员属性
PeriodicFXTranslationmethod 或 YtdFxTranslationMethod 实现。
了解转换计算详细信息：术语
• 实体货币（输入货币）= EC

• 父代货币（转换后货币）=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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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汇率 = 汇率
使用 YTD 计算方法
“年初至今”(YTD) 对在视点中选择的当前期间所输入的 YTD 数据使用单一平均汇率。这是 Tax
Reporting 的默认计算方法，除非在全局或特定帐户另外指定。使用 YTD 方法进行转换计算的公式为（P3 示例）：
PC->P3 = EC->P3 * 汇率->P3 (YTD 数据 * 当前平均外汇汇率)

使用“周期性”计算方法
周期性数据是一种加权计算，其中每个周期将该周期的值变化应用于周期率。使用“周期性”方法的计算公式为（P3 示例）：
PC->P3 = (EC->P3 – EC->P2) * 汇率->P3 + PC->P2 ((本期输入货币 - 前一期间输入货币) * 本期汇率 + 前一期间转换值)

Note:

• 对于包含数据和平均外汇 (FX) 汇率的年度第一个期间，周期性转换与 YTD 转换的结果相同（见上表转换值 =120）
• P13 和 P14（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和审计）将始终采用 YTD 转换方法。P13 和

P14 没有前一期间。前一期间遵循方案默认频率，与所有权相同。但是，如果前一期间遵循季度方案频率，则 P3 将为 P6 的前一期间。请参阅“处理所有权更改”中的前一期间。
• 如果您使用周期性转换方法，则必须在合并多维数据集和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中遵循相同的方案默认频率。
• 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中不支持 NIBT 汇率覆盖和外汇汇率覆盖。

为所有流转帐户启用转换方法
要启用转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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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航到配置卡。

2. 选择税设置屏幕。“流转帐户的货币转换方法”中提供了两个选项：周期性和年初至今。

3. 为“税设置”选择周期性，然后单击保存。

4. 将“税设置”从周期性更改为年初至今，然后单击保存。

覆盖单个帐户的转换方法
如果要让非流转帐户（即余额）使用“周期性”转换方法，则可以在帐户维中使用以下属性。此外，在全局使用“周期性”时，可以将流转帐户设置为“年初至今”。请参阅“帐户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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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数据
货币转换会将帐户数据从一种货币转换为另一种货币。您可将数据从实体的输入货币转换为应用程序中已定义的其他任何货币，此转换可在合并过程中进行，也可单独进行。在合并数据时，如果父实体的默认货币与子实体的货币不同，则会进行货币转换。
运行转换规则之后，就会存储转换后的货币维。您可以通过日记帐对每种货币转换后的金额做出调整。
要转换数据：
1. 从主页中，选择一个表单，例如“本期预提”。
2. 选择要对其运行转换规则的单元格。
3. 从操作中，选择转换。
4. 验证视点，然后单击启动。
5. 单击确定以关闭成功确认消息。

合并和转换规则
Tax Reporting 提供了预构建的计算脚本来处理合并和转换。此外，系统还为某些标准计算过程提供了预构建的脚本和成员公式。例如，默认情况下提供以下规则：
表 17-1    合并和转换规则
规则 说明
Consolidate 针对给定方案、年份和实体执行财务合并。根据实体的合并状态智能地执行合并。
Consolidate_CbCR 针对给定方案、年份和实体执行财务合并。根据实体的合并状态智能地执行合并。
ForceConsolidate 通过忽略内部处理标志来执行合并。此操作针对要从错误状态中恢复的管理用户。
Translate 将给定方案、年份、期间、实体及其后代的合并数据转换为所选的报表货币。如果实体未合并，则会首先根据状态对其进行合并，然后再将其转换为报表货币。
Translate_CbCR 将给定方案、年份、期间、实体及其后代的合并数据转换为所选的报表货币。如果实体未合并，则会首先根据状态对其进行合并，然后再将其转换为报表货币。
ForceTranslate 通过忽略内部处理标志来执行转换。此操作针对要将系统从错误状态中恢复的管理用户。
ForceTranslate_CbCR 通过忽略内部处理标志来执行转换。此操作针对要将系统从错误状态中恢复的管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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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续） 合并和转换规则
规则 说明
DataLoad_PreProcess_Consol 作为数据加载预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DataLoad_PostProcess_Consol 作为数据加载后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MetadataLoad_PostProcess_Consol 作为任何元数据更改后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TrcsFormStatusProcessor 作为数据表单保存后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RefreshDataBase_PostProcess_Consol 作为刷新数据库后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RefreshDataBase_DelegatePostProcess_Cons
ol

此规则将数据库后处理调用委派给任务管理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模块来同步元数据。

CopyTaxAutomationRule 此规则在结转流程中用来复制税务自动化规则映射。它将映射从之前期间复制到目标期间。
ImpactStatusEntitiesWithData 此规则由系统在内部使用，用于根据用户在“税务自动化”表单中定义的映射来更新实体的数据状态。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CopyTaxRateRule 此规则在结转流程中用来复制税率。它将数据从先前期间复制到目标期间。
Form_PreProcess_Consol 作为数据表单保存预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ComputeRates 根据在系统中针对给定源货币和目标货币输入的直接汇率计算给定方案、期间和年份的平均和期末汇率。在未输入直接汇率时根据应用程序货币执行中间转换。
CopyFXRatesRule 此规则在结转流程中用来复制外汇汇率数据。它将数据从先前期间复制到目标期间。
RefreshDataBase_PostProcess_Rates 作为刷新数据库后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DataLoad_PostProcess_Rates 作为数据加载后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RefreshSDMCurrencyRates 作为刷新数据库、数据加载、表单保存后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DataLoad_PostProcess_CbCR 作为数据加载后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ImpactStatusEntitiesWithData_CbCR 此规则由系统在内部使用，用于根据用户在“税务自动化”表单中定义的映射来更新实体的数据状态。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MetadataLoad_PostProcess_CbCR 作为任何元数据更改后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RefreshDataBase_DelegatePostProcess 此规则将数据库后处理调用委派给任务管理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模块来同步元数据。
RefreshDataBase_PostProcess_CbCR 作为刷新数据库后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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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续） 合并和转换规则
规则 说明
TrcsFormStatusProcessor_CbCR 作为数据表单保存后处理操作的一部分执行的规则。此规则不用于独立执行。

合并和转换安全访问权限
要合并或转换数据，必须具有以下安全访问权限：
• 您必须是管理员、超级用户或用户。
• 您还必须对选为要合并或转换的父实体具有写入访问权限。

注：
锁定的实体会从合并过程中排除。

系统管理员向用户分配对相应规则的访问权限来运行合并和转换操作：
• 当您为用户分配对合并业务规则的启动访问权限时，该用户也有权访问合并操作菜单。
• 当您为用户分配对转换业务规则的启动访问权限时，该用户也有权访问转换操作菜单。

注：
默认情况下，管理员有权访问应用程序中的所有规则。

计算状态
Tax Reporting 会维护每个方案、期间、实体和父实体组合的计算状态。计算状态会指明是否需要转换或合并数据。计算状态可能会由于以下几个操作而发生更改：
• 更改组织结构
• 添加或删除帐户
• 修改实体属性
• 在数据网格中输入数据，或者从外部源中加载数据
• 重新加载规则
• 更改合并百分比
• 更改汇率
• 更改覆盖金额数据
• 更新和加载帐簿数据
• 加载和调整税数据
• 加载和更新税务自动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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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载和更新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规则
• 加载和更新税率或合并的税率
表 17-2    合并状态
状态 说明
正常 数据正常。指定维的任何数据都未更改。
无数据 指定的维不存在任何数据。
受影响 数据自上次生成以来发生了更改，需要重新合并以使其状态更改为“正常”。对基本实体数据所做的更改影响父实体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需要转换 实体货币数据已更改或已合并。转换的值可能不是 新的。
系统已更改 元数据发生了更改。刷新数据库后，系统将确定状态更改为系统已更改状态。

随着应用程序元数据的演变，系统已更改状态是历史期间的可接受状态。
在合并/转换运行时提示中指定的期间之前，系统会检查是否有任何先前期间处于受影响状态。如果上一年的 P12（在合并/转换的运行时提示中指定的年份之前）为“受影响”，则合并/转换将无法要求用户首先合并上一年。如果当前年份的先前期间（合并/转换的运行时提示中指定的年份）为“受影响”，则系统会自动在合并范围中包括那些受影响的先前期间，即使用户未在合并/转换运行时提示中明确指定这些先前期间。
系统不会自动将具有系统已更改 状态的先前期间包含在合并/转换范围内，除非在合并/转换运行时提示中明确指定了“系统已更改”期间。
例如，假设实际/FY21/LE101 的 P2 - P12 期间处于受影响 状态，而 P1 期间处于 系统已更改 状态。如果为实际/FY21/P12/LE101 触发合并，系统将仅合并 P2 到 P12，保留
P1 处于系统已更改状态。如果需要，可以为实际/FY21/P1/LE101 明确指定合并 P1。

查看合并进度
合并数据时，您可以从作业控制台中监控任务的状态。您可以查看挂起的作业或 近的活动，包括完成状态、日期和时间。
要查看合并进度：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作业。
2. 查看挂起的作业和 近的活动以检查合并的状态。
3. 单击作业的名称以查看作业详细信息。

注：
刷新数据库后，所有方案、年份和期间中具有确定状态的所有实体都将更新为系统已更改状态。顶级父实体（例如地理合计）的后续合并/转换将包括合并/转换方案、年份和期间的所有“系统已更改”实体。这可能会导致合并/转换时间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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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所有权管理
管理所有权

所有权管理包括管理全局合并设置，以及基于方案、年份和期间将这些合并设置应用于每个实体层次。
所有权设置应用于每个方案、年份和期间组合的每个“父实体/子实体”组合。

注：
按国家/地区报告 (CbCR) 当前不支持所有权。而是，您将会看到 100% 汇总。

要访问“所有权管理”屏幕：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合并以显示管理所有权屏幕。
2. 选择要查看其层次的实体父成员。
3. 选择方案、年份和期间。
4. 单击更新箭头按钮  以将屏幕更新为选定的 POV。可以根据需要展开或折叠层次。
5. 单击父代/子代按钮  以查看完整层次。

6. 单击父实体/法人实体按钮  以查看每个父实体的 终所有权设置及其每个后代法人实体。请注意，当前所有基本实体均视为法人实体。
父代/子代视图
初，所有成员都将继承以下设置：

• 所有权百分比：100

• 控制：是
• 合并方法：子公司
• 合并百分比：100

• 少数股权百分比：0

唯一的例外是共享实体（例如，某个实体在单个层次中多处存在）。第一个实例将继承上述设置，而每个后续实例将具有以下设置：
• 所有权百分比：0

• 控制：否
• 合并方法：不合并
• 合并百分比：0

第 17 章使用所有权管理

17-11



• 少数股权百分比：0

所有权管理报表
创建了两种专用的所有权管理报表：
• TRCS_Ownership Detail 只读视图显示 Essbase 中存储的所有权数据。此数据反映您在所有权管理 UI 中单击“保存”时存储到 Essbase 的内容。对所有权数据的所有编辑都必须通过所有权管理 UI 进行。请参阅“查看 TRCS_Ownership Detail”。
• TRCS_Weighted Ownership Detail 只读视图可用于查看每个管辖范围和成员的加权所有权详细信息。请参阅“查看 TRCS_Weighted Ownership Detail”。
这些值在合并时进行计算。
此外，在《使用 Tax Reporting》指南中记录的以下报表受所有权管理影响，报表中显示相应列：
• 税损失和税抵免 - 全国性
• 税损失和税抵免 - 区域性
• 暂时性差异
• 暂时性差异 - 区域性
• 递延税额
• 递延税额 - 区域性
• 递延税额未确认
• 递延税额推送 - 递延税额未确认
• 纳税帐户前滚
• 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
• 本期应纳税额
• 本期应纳税额 - 区域性
• 固定资产

在应用程序中启用所有权管理
创建应用程序时，您可以启用所有权管理功能，使用该功能可以分配所有权百分比以及合并方法。如果在创建应用程序的过程中未选择所有权管理，可以在以后为现有应用程序启用该功能。

注：
确保数据源设置为“稀疏”。

有关该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所有权”。
本主题列出了启用所有权管理的要求，以及启用该功能时系统实施的元数据更改。应在启用所有权管理之前查看所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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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未启用所有权管理，则现有应用程序不受影响。

实施流程概览
可以按照以下概述实施所有权管理：
1. 按以下过程中所述，启用所有权管理。
2. 选择方案频率类型。
3. 选择加权所有权帐户。
4. 根据需要选择 NCI 帐户 (Ownership_NCI_Account)。
5. 创建实体层次。可以包含共享成员。每当添加共享实体时，都需要重新计算所有权
6. 按每个方案、年份、期间、实体父代/子代关系定义所有权百分比和方法。

• 根据需要重新计算所有权
• 实体的主要实例的默认值为子公司 100%

• 共享实例的默认值为非合并 0%

7. 单击保存以保存所有权数据。
8. 可选：使用所有权表单检查 Essbase 中的值。
启用所有权管理
要启用所有权管理：
1. 启用所有权管理功能之前，请执行以下步骤：

• 检查新植入成员的列表。如果您已定义了某些用于相同用途的成员，则必须删除这些成员以避免与新植入的成员冲突。
• 检查现有的帐户成员和移动成员，以确保与新成员的别名没有冲突。

请注意，不会与新成员的名称发生冲突，因为新植入的成员带有前  FCCS_xxx 或
TRCS_xxx。

• 如果发生冲突，应在启用该功能之前修改别名；否则，会在迁移期间或刷新数据库时遇到错误。
• 如果修改了某个别名，还应修改引用了该别名的任何现有对象。
• 应从引用对象中删除重复成员，或者更新对象以引用正确的成员。

2. 使用适当的选项启用所有权管理功能：
• 要创建新应用程序，请转至“创建新应用程序”
• 要在现有应用程序中启用该功能，请转至“启用应用程序功能”

3. 可选：在现有应用程序中启用功能，请在主页上，单击用户名旁边的向下箭头，选择设置和操作，然后单击重新加载导航流。
4. 启用所有权管理后，如果您遇到成员和别名方面的错误，请检查作业控制台以查看有关哪个成员别名有冲突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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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和别名注意事项
当启用所有权管理时，系统会添加具有别名的新植入的帐户和移动成员，以支持植入的合并规则。这可能会导致现有成员在应用程序中发生“别名重复”错误。
以下表列出了帐户维和移动维增新的成员名称和别名。有关所有元数据更改的详细信息，包括合并维和数据源维，请参阅“所有权管理元数据更改”。
表 17-3    帐户维 - 新成员
成员名称 别名 父代
FCCS_Percent Consol Percent Consolidation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Consol
Prior

Percent Consolidation Prior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Consol
Change

Percent Consolidation Change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Ownership

Percent Ownership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Elim Percent Elim FCCS_Drivers

FCCS_Consol Method Consol Method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Min Percent Min FCCS_Drivers

FCCS_Control Control FCCS_Drivers

FCCS_Control Input Consol Method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Consol
Input

Percent Consolidation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Ownership Input

Percent Ownership Input FCCS_Drivers

TRCS_Percent
Current Consol
Weighted

Percent Current Year Weighted
Consolidation

FCCS_Drivers

TRCS_Percent
Current Ownership
Weighted

Percent Current Year Weighted
Ownership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Min
Input

Percent Min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Consol
Prior Input

Percent Consol Prior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Consol
Change Input

Percent Consol Change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Consol Method
Prior

Consol Method Prior FCCS_Drivers

FCCS_Consol Method
Prior Input

Consol Method Prior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Ownership Prior
Input

Percent Ownership Prior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Min
Prior Input

Percent Min Prior Input FCCS_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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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3    （续） 帐户维 - 新成员
成员名称 别名 父代
FCCS_Percent
Ownership Prior

Percent Ownership Prior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Ownership Change

Percent Ownership Change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Min
Change

Percent Min Change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Ownership Change
Input

Percent Ownership Change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Min
Change Input

Percent Min Change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Consol Method
Change Input

Consol Method Change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Consol Method
Change

Consol Method Change FCCS_Drivers

移动成员更改
将添加以下新植入的移动成员来支持所有权管理的合并规则：
表 17-4    移动成员
成员名称 别名 父代
TRCS_TLCOwnPlaceHolder Ownership Spacer TRCS_CarryForward

TRCS_TARFOwnPlaceHolder Total Movements Ownership
Spacer

TRCS_TARFClosingbalance

TRCS_CurPayOwnPlaceholder Current Payable Ownership
Spacer

TRCS_ClosingPayable

TRCS_TempDiffOwnPlaceholde
r

Ownership Spacer TRCS_TempDiffClosing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Pl
aceholder

Ownership Spacer TRCS_RegionalClosingReclass

TRCS_OwnPlaceholder Ownership Spacer TRCS_Closing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Pl
aceholder

Ownership Spacer TRCS_RegionalClosing

TRCS_DTNROwnTotalPlacehold
er

Total Effect from Ownership
Spacer

TRCS_ClosingDTNR

TRCS_DTNROwnPlaceHolder Ownership - DTNR Spacer TRCS_DTNRClosing

TRCS_DTNROwnPlaceHolder Ownership - DTNR Spacer TRCS_DTNRClosingReclass

FCCS_Mvmts_Own_Total Total Effect from Ownership TRCS_Mvmts_Total

FCCS_Mvmts_Own_Subtotal Ownership Subtotal FCCS_Mvmts_Own_Total

TRCS_OwnOpeningDTNRTotal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Total

FCCS_Mvmts_Own_Subtotal

FCCS_Mvmts_Own_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TRCS_OwnOpeningDTNR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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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4    （续） 移动成员
成员名称 别名 父代
TRCS_NBROwn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NBR
TRCS_OwnOpeningDTNRTotal

TRCS_DTNROwn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DTNR

TRCS_OwnOpeningDTNRTotal

TRCS_OwnCYDTNRTotal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Total

FCCS_Mvmts_Own_Subtotal

FCCS_Mvmts_Own_Movement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TRCS_OwnCYDTNRTotal

TRCS_NBROwnCY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NBR

TRCS_OwnCYDTNRTotal

FCCS_Mvmts_Own_to_CTA Changes impact Ownership
Adjustment

FCCS_Mvmts_Own_Total

TRCS_TARFOwn Total Movements Ownership TRCS_TARFOwnPlaceHolder

TRCS_TARFOwnBoY Ownership - Opening TRCS_TARFOwn

TRCS_TARFOwnCY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TRCS_TARFOwn

TRCS_BVTOwn Ownership TRCS_ClosingBVT

FCCS_Mvmts_Own_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TRCS_BVTOwn

FCCS_Mvmts_Own_Movement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TRCS_BVTOwn

TRCS_CurPayOwn Current Payable Ownership TRCS_CurPayOwnPlaceholder

FCCS_Mvmts_Own_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TRCS_CurPayOwn

FCCS_Mvmts_Own_Movement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TRCS_CurPayOwn

TRCS_TLCOwn Ownership Placeholder TRCS_TLCOwnPlaceHolder

TRCS_TLCOwn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TRCS_TLCOwn

TRCS_TLCOwnCY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TRCS_TLCOwn

TRCS_TempDiffOwn Ownership TRCS_TempDiffOwnPlacehold
er

FCCS_Mvmts_Own_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TRCS_TempDiffOwn

FCCS_Mvmts_Own_Movement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TRCS_TempDiffOwn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 Ownership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Pl
aceholder

FCCS_Mvmts_Own_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

FCCS_Mvmts_Own_Movement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

TRCS_NBROwn Ownership TRCS_NBRClosingReclass

TRCS_NBROwn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NBR

TRCS_NBROwn

TRCS_NBROwnCY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NBR

TRCS_NBROwn

TRCS_Own Ownership TRCS_OwnPlaceholder

TRCS_OwnOpenningTotal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TRCS_Own

FCCS_Mvmts_Own_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TRCS_OwnOpenningTotal

TRCS_NBROwn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NBR

TRCS_OwnOpenning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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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4    （续） 移动成员
成员名称 别名 父代
TRCS_OwnCYTotal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TRCS_Own

FCCS_Mvmts_Own_Movement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TRCS_OwnCYTotal

TRCS_NBROwnCY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NBR

TRCS_OwnCYTotal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 Ownership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Pl
aceholder

TRCS_DTNROwnTotal Total Effect from Ownership TRCS_DTNROwnTotalPlacehol
der

TRCS_OwnOpeningDTNRTotal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Total

TRCS_DTNROwnTotal

TRCS_OwnCYDTNRTotal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Total

TRCS_DTNROwnTotal

TRCS_DTNROwn Ownership - DTNR TRCS_DTNRClosing

TRCS_DTNROwnOpening Ownership - Opening Balance
DTNR

TRCS_DTNROwn

TRCS_DTNROwnCY Ownership - Current Year
DTNR

TRCS_DTNROwn

TRCS_DTNROwn Ownership - DTNR TRCS_DTNROwnPlaceHolder

所有权管理元数据更改
当启用所有权管理选项时，系统将对元数据实施以下更改。
帐户层次更改
当启用所有权管理时，将创建植入的系统帐户来支持合并规则。
此外，现有 "FCCS_Percent Consol" 成员的“数据存储”属性将从“存储”更改为“动态计算”。该帐户基于输入的所有权信息进行动态计算。
下面显示了更新的 FCCS_Drivers 层次和附加帐户：
• FCCS_Percent Elim

• FCCS_Consol Method

• FCCS_Control

• FCCS_Control Input

• FCCS_Consol Method Input

• FCCS_Percent Consol Input

• FCCS_Percent Ownership Input

• FCCS_Percent Min Input

• FCCS_Percent Consol Prior Input

• FCCS_Percent Consol Change Input

• FCCS_Percent Consol - 属性更改为“动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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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S_Percent Consol Prior

• FCCS_Percent Consol Change

• FCCS_Percent Owners

• FCCS_Percent Min

• TRCS_Percent Current Consol Weighted

• TRCS_Percent Current Ownership Weighted

合并维更改
• 现有 "FCCS_Proportion" 成员的“数据存储”属性从“动态计算”更改为“存储”。
• "FCCS_Proportion" 成员不再是 "FCCS_Entity Total" 的父成员。该成员现在是

"FCCS_Entity Total" 的同级。
• “数据存储”属性更改要求对应用程序中的所有现有数据进行重新合并。所有实体的计算状态会更改为“受影响”。您必须重新合并应用程序中的所有现有数据，以便计算“比例”金额并将其存储在合并维中。

注：
如果任何期间已锁定，您必须先解锁它们，然后重新合并数据。

FCCS_Contribution 层次如下所示：
 

 数据源成员更改
将添加以下新植入的数据源成员。位于数据源 > FCCS_SystemTypes 下的
FCCS_Source Entities 层次将用于所有权管理
FCCS_Total Data Source 层次包含以下附加成员：
• FCCS_Source Entities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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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_Parent Source

• S_Current Source

• S_Entity

• S_FCCS_Total Geography

处理所有权更改
Tax Reporting 根据一段时间内的更改并使用加权所有权计算来处理所有权。由于 Tax
Reporting 是 YTD，因此使用混合所有权比率处理所有权更改。
默认情况下，用于计算加权所有权的帐户为 TRCS_NIBTAdjusted。（可选）您可以更改帐户成员。请参阅“定义帐户属性”。
加权所有权帐户
对于加权所有权帐户，移动、数据源和合并成员是固定的，无法更改。
• 数据源："TRCS_PreTax"

• 移动："TRCS_CurrentTaxBYTotal"

• 合并："FCCS_Entity Total"

要设置加权所有权帐户：
1. 从主页中，打开导航器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选择维。
3. 可选：选择要使用的帐户。如果未选择任何帐户，将使用 TRCS_NIBTAdj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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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计算呈现两项输出：
• TRCS_Percent Current Consol Weighted (WeightedPCON)

• TRCS_Percent Current Ownership Weighted (WeightedPOWN)

这些输出按管辖范围和多 GAAP 生成。根据管辖范围和多 GAAP，可以生成不同的权重。
方案频率属性
根据方案维的方案频率类型属性计算加权所有权。如果没有前一期间，则实际
weightedPOwn 为 #MISSING，且不汇总任何数据
表 17-5    前一期间
当前期间 每月 每季度 半年 每年
P1 P12（上年） 无效 无效 无效
P2 P1 无效 无效 无效
P3 P2 P12（上年） 无效 无效
P4 P3 无效 无效 无效
P5 P4 无效 无效 无效
P6 P5 P3 P12（上年） 无效
P7 P6 无效 无效 无效
P8 P7 无效 无效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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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5    （续） 前一期间
当前期间 每月 每季度 半年 每年
P9 P8 P6 无效 无效
P10 P9 无效 无效 无效
P11 P10 无效 无效 无效
P12 P11 P9 P6 P12（上年）
P13 P12（当前年份） P12（当前年份） P12（当前年份） P12（当前年份）
P14 P12（当前年份） P12（当前年份） P12（当前年份） P12（当前年份）
要设置方案频率类型属性：
1. 从主页中，打开导航器 。
2. 在创建和管理下，选择维。
3. 可选：在维下，选择要为其设置频率类型的方案。
4. 单击“编辑”( )，然后选择属性值选项卡。
5. 在可用属性值下，展开频率类型，选择要使用的频率，然后单击添加。

注：
更改方案的频率类型后，刷新数据库后不会删除以前的数据。应手动清除受影响的交叉点。

 

 

所有权百分比定义
• 期末所有权百分比 (POwn) - 在“所有权管理”屏幕中针对指定方案/年份/期间/实体关系输入的所有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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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合并百分比 (PCon) - 在“所有权管理”屏幕中针对指定方案/年份/期间/实体关系输入的计算合并百分比。
• 年初所有权百分比 (BOYPOwn) - 来自上年的 P12 的所有权百分比，如果没有上年，则为年末所有权百分比。
• 年初合并百分比 (BOYPCon) - 来自上年的 P12 的合并百分比，如果没有上年，则为年末合并百分比。
• 加权所有权百分比 (weightedPOwn) - 基于某个期间的所有权百分比的金额并按加权所有权帐户进行加权的所有权百分比加权值。每年第一个期间的所有权百分比等于期末所有权百分比：

– 第一个期间、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期间、审核期间
weightedPown = POwn

– 所有其他期间，使用以下公式
weightedPown (Account) = ( ( weightedPown  priorPeriod * priorPeriod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 ( ( pown *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priorPeriod
+ ) )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加权合并百分比 (Pcon) - 基于某个期间的合并百分比的金额并按加权所有权帐户进行加权的合并百分比加权值。每年第一个期间的合并百分比等于期末合并百分比。
– 第一个期间、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期间、审核期间

weightedPCon = PCon

– 所有其他期间，使用以下公式
weightedPCon (Account) =( ( weighted PCon  priorPeriod * priorPeriod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 ( ( pcon *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priorPeriod
+ ) )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年初所有权调整 (BOYOwnAdj) - 这是基于帐户的附加所有权，对于所有年初移动，从年初所有权百分比转到期末所有权百分比时都需要此项。
公式为 FCCS_Proportion  BOYOwnAdj = ("FCCS_Entity Total" * (Pown -

BOYPOWN)) + (Pown * BOYOwnAdj  "FCCS_Entity Total")

• 当前年份所有权调整 (CYOwnAdj) - 这是基于帐户的附加所有权，对于所有当前年份移动，从加权所有权百分比转到期末所有权百分比时都需要此项，总兑换率调整
(FXRateAdj) 也需要此项。
FCCS_Proportion  CYOwnAdj = ( ("FCCS_Entity Total" + FXRateAdj ->

"FCCS_Entity Total") * (Pown -WeightedPOWN )) + (POWN * CYOwnAdj 
"FCCS_Entity Total")

对于所有暂时性帐户，所有权更改的影响是，FCCS_Proportion 成员的期末余额移动中的值为以父代货币表示的 FCCS_Entity Total 的期末值的期末所有权百分比。如果
TRCS_NIBTAdjusted 帐户为零，则加权所有权等于期末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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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和移动产生的所有权影响
根据移动和帐户的具体组合，所有权比率有所不同。
表 17-6    帐户和移动产生的所有权影响
帐户 移动 比率
时间余额类型 =“余额”（资产负债表帐户） 所有移动 期末所有权百分比
TRCS_NIBTAdjusted 的后代 所有移动 加权合并百分比
暂时性调整 当前年份移动（包括 Pre_Tax 和兑换率调整） 加权所有权百分比
暂时性调整 年初移动 年初所有权百分比
暂时性调整 期末余额 期末所有权百分比
永久性调整 当前年份移动 加权所有权百分比

设置非控股权 (NCI)
少数股权或非控股权 (NCI) 是将以 PCon 合并的 TRCS_NIBTAdjusted 转换为 POwn 的插式金额。仅当在您选择的 NCI 帐户成员上设置了相应属性时，才会计算 NCI 帐户
(Ownership_NCI_Account)。NCI 应为 TRCS_PermGSTotal 或 TRCS_PermSTTotal 的子代
如果已在每个级别设置，则 NCI 的公式为 -1*( TRCS_NIBTAdjusted*PCON -
( (TRCS_NIBTAdjusted + NCI) * weightedPOWN))

要设置 NCI：
1. 从主页中，选择导航器。
2. 在创建和管理下，选择维。
3. 在维下，选择帐户，然后选择以下帐户之一：

• TRCS_PermSTTotal

• TRCS_PermGSTotal

4. 对于选定帐户，单击添加子代 。
5. 在成员属性选项卡上，输入 NCI 帐户的名称，然后完成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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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数据存储设置为存储。
7. 在属性值选项卡上的可用属性值下，展开 NCI 帐户，突出显示所有权 NCI 帐户，然后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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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保存。
9. 刷新数据库以应用更改。

 

 

所有权合并方法
要提供高级合并和抵消，必须根据实体与父代的关系为实体维中的每个实体确定各种参数。提供了多种合并方法来辅助合并规则和抵消规则，每种方法都具有预设的或可配置的参数，包括：
• 所有权百分比
• 合并百分比
• 少数（非控股）股权百分比
还提供控制设置来帮助确定方法的其他设置。
随后在执行合并规则、调整规则和抵消规则的过程中，将对合并父实体及其层次中的后代应用合并方法。
Tax Reporting 提供多种系统方法：
• 控股
• 子公司
• 按比例
• 权益（保留供将来使用）
• 不合并
• 非活动
• 非连续
控股方法
控股方法适用于直接父代表示法人实体合并结果的法人实体。“控股”方法始终应用所有权百分比 100% 以及合并百分比 100%。“控制”设置为是。每个父实体只能有一个“控股”方法实体。
子公司方法
子公司方法适用于归控股公司所有且控股公司具有控制权的法人实体。子公司方法的所有权百分比通常介于 50% 到 100% 之间。控制设置为是，因此合并百分比为 100%。少数（非控股）股权百分比等于 100% 减去所有权百分比。
如果公司的合并百分比 (PCON) 为 100%，TRCS_NIBT Adjusted 帐户的子代以 PCON 进行计算，所有其他帐户以 POwn（所有权百分比）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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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比例方法
按比例方法适用于归控股公司所有但不受其控制且需要按比例合并的法人实体。此方法通常适用于合资企业。控制设置为否，并且合并百分比等于所有权百分比。所有帐户都以 POwm 进行计算。
不合并方法
不合并方法适用于归控股公司所有且控股公司既没有控制权也没有重要影响力的法人实体。不合并方法的所有权百分比通常介于 0% 到 20% 之间。控制设置为否，因此合并百分比为 0%。少数（非控股）股权百分比也等于 0%。
所有帐户都以 POwn 进行计算，但所有权百分比应设置为零。如果启用了所有权管理，则以下规则应用于所有这些方法：
• 以 PCon 合并 TRCS_NIBTAdjusted 的后代
• 以 POwn 合并所有其他帐户
非活动方法
非活动方法保留供将来使用。
非连续方法
非连续方法保留供将来使用（即为非连续经营业务创建了系统合并规则时）。
所有权范围
对于任何给定所有权百分比，系统根据下面的所有权百分比范围分配默认合并方法。
构成 0% 到 100% 范围的系统方法为：
• 不合并 = 0%

• 按比例 = 0% 到 50%

• 子公司 - 50%（不含 50%）到 100%

例如，如果输入 35%，合并方法将自动设置为“按比例”。如果需要，单击合并方法以选择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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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有权设置
存在各种所有权设置；但您只能更改以下所有权设置：
• 所有权百分比
• Control

• 合并方法
提供以下信息：
• 所有权百分比

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改父代与子代之间的所有权管理关系。
在您更改某个百分比条目并退出该字段后，如果输入的所有权百分比落在为某个方法分配的范围内，系统会将控制、合并方法、合并百分比和少数股权百分比更新为该方法的条目。

• 控制
系统基于输入的所有权百分比和方法范围来分配控制条目。如果需要，您可以更改系统分配的控制条目。
要更改控制条目，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条目。
如果控制条目已从系统分配的条目更改为其他条目，则字段颜色会变为黄色背景。
要删除覆盖条目并恢复为系统分配的条目，请从操作 (...) 中选择清除。

• 合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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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基于输入的所有权百分比和方法范围来分配合并方法条目。如果需要，您可以更改系统分配的“合并方法”条目。
要更改合并方法条目，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条目。下拉列表中可用的方法取决于所有权百分比和控制设置。仅当“所有权百分比”为 100% 且“控制”设置为“是”时，才能选择“控股”方法。是否可以选择其他方法取决于其所有权方法“控制”设置。因此，如果“控制”设置为“是”，则只会显示“控制”设置为“是”的方法。要更改下拉列表中可用的方法，首先需要更改“控制”选项。
如果合并方法条目已从系统分配的条目更改为其他条目，则字段颜色会变为黄色背景。
要删除覆盖条目并恢复为系统分配的条目，请从操作 (...) 中选择清除。
请注意，选择的控制和合并方法组合必须与方法设置匹配。如果控制设置为是，则选择的合并方法必须是控制定义为是的方法之一。

• 合并百分比
合并百分比基于方法设置显示。
您无法修改此条目。

• 少数股权百分比
少数股权百分比基于方法设置显示。
您无法修改此条目。

• 对所有权百分比的后续更改
如果您更改了系统分配的控制条目和/或合并方法条目，然后又修改所有权百分比，则会保留用户选择的条目。
如果基于新的所有权百分比更新控制和/或合并方法，则您必须清除覆盖条目或选择新的覆盖条目。

父实体/法人实体视图
在“父代/子代”视图中完成所需的更改后，单击父实体/法人实体按钮可查看和修改 终所有权设置。
将列出在 POV 中选择的层次内的每个父代，并显示该父代每个法人实体后代的平面列表。可以根据需要展开或折叠层次。
• 所有权百分比

显示的所有权百分比是基于各个父代/子代条目的序列（从当前父代到每个法人实体）计算的百分比。例如，如果 P1.P2 的所有权百分比为 80% 且 P2.LE1 的所有权百分比为 50%，则为 P1.LE1 计算的累计所有权百分比为 40% (80% * 50%)。
您无法修改此条目。

• 控制
系统基于输入的所有权百分比和方法范围来分配控制条目。如果需要，您可以更改系统分配的控制条目。此字段的行为与在父代/子代视图中相同。

• 合并方法
系统基于输入的所有权百分比和方法范围来分配合并方法条目。如果需要，您可以更改系统分配的合并方法条目。此字段的行为与在父代/子代视图中相同。

• 合并百分比
合并百分比基于方法设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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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无法修改此条目。
• 少数股权百分比

少数股权百分比基于方法设置显示。
您无法修改此条目。

导入和导出所有权数据
可以导入和导出所有权数据。
导入所有权数据
所有权导入文件必须是包含以下列的逗号分隔文件：
• 方案（必需）
• 年份（必需）
• 期间（必需）
• 实体（必需）
• 父代（必需）
• POwn（可选）。所有权将默认设置为 100，同一个层次中的重复（共享）成员除外，这些成员的所有权将默认设置为 0。

注：
请注意，所有权百分比 (POwn) 是所有父代/子代行的必需分录，但不应为父代/法人公司行（法人公司不是直接子代）输入该分录。

• 控制（可选）。如果所有权百分比大于 100，则“控制”默认设置为是，否则默认设置为否。
• 方法（可选）。方法将默认设置为子公司，同一个层次中的重复（共享）成员除外，这些成员的方法将默认设置为不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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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所有权文件内容的示例。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 Parent, POwn, Control, Method

Consol,FY18,Feb,[CE-0012-USD].[LE-0014-CAD],[CE-0011-EUR].[CE-0012-
USD],80,,

Consol,FY18,Feb,[CE-0012-USD].[LE-0016-BRL],[CE-0011-EUR].[CE-0012-
USD],50,,PROPORTIONAL

Consol,FY18,Feb,[CE-0012-USD].[LE-0017-GBP],[CE-0011-EUR].[CE-0012-
USD],30,,

Consol,FY18,Feb,[CE-0012-USD].[LE-0018-EUR],[CE-0011-EUR].[CE-0012-
USD],10,,

Consol,FY18,Jan,[CE-0013-GBP].[LE-0014-CAD],[CE-0011-EUR].[CE-0013-
GBP],10,,

Consol,FY18,Jan,[CE-0013-GBP].[LE-0016-BRL],[CE-0011-EUR].[CE-0013-
GBP],10,,

Consol,FY18,Feb,[CE-0012-USD].[LE-0016-BRL],[Entity].[FCCS_Total 
Geography],,NO,PROPORTIONAL

要导入所有权数据：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合并以显示管理所有权屏幕。
2. 选择要将数据导入至的方案、年份和期间。请注意，导入文件中的方案、年份和期间必须与显示的 POV 匹配。
3.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导入所有权数据。
4. 单击浏览并选择导入文件。
5. 单击导入。
6. 输入或导入所有权设置时，系统会验证相关字段之间的相关性：

• 方法和控制组合必须与全局设置匹配。
• 如果选定的方法为“控股”，则所有权百分比必须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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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导入所有权数据时，如果进程耗时超过 60 秒，则进程的剩余部分将在后台继续进行。如果需要，您可以导航至其他屏幕。要查看进程的进度，请打开作业控制台。

导入所有权数据时，这些数据将与任何现有数据合并。因此，可能会创建无效的 终所有权分录。如果一个实体存在于一个层次的多个分支中，则当合并所有权超过 100% 时，在屏幕上输入的数据将无法保存。从文件加载时，系统不会拒绝所有权数据，因此实体的合并所有权百分比可能会超过 100%。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在出现差异期间，“管理所有权”屏幕顶部会显示错误消息：
某些父代/法人公司组合的所有权数据无效。请在“父代/法人公司”视图中找出不正确的所有权百分比，然后在“父代/子代”视图中将其更正。
在后续期间，将显示类似消息：
对于先前期间，某些父代/法人公司组合的所有权数据无效。请找出期间并更正数据。
导航至其中的数据不正确的期间，然后选择“父实体/法人实体”视图。审核父实体/法人实体所有权百分比分录。将以红色文本突出显示任何错误。记录存在错误的一个或多个实体，返回到“父代/子代”视图并更正必要的父代/子代所有权百分比，以确保合并所有权不超过 100%。
导出所有权数据
要导出所有权数据：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合并以显示管理所有权屏幕。
2. 选择要导出数据的方案、年份和期间。
3.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导出所有权数据。
4. 选择要将 .csv 文件保存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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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由系统作为默认数据填充的所有权数据都不包括在导出文件中。只有用户输入的用于覆盖当前期间默认设置的数据（不是从先前期间结转的覆盖值）和与共享实体相关的数据才会包括在导出文件中。有关默认数据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所有权”中的“父代/子代视图”设置。

导出完整的父代到子代所有权数据
完整的父代到子代所有权数据导出选项用于导出“父实体/子实体”屏幕的所有数据，包括所有子代和条目，无论它们是否已被覆盖。同一选项不可用于“父实体/法人实体”屏幕。
要导出完整的父代到子代所有权数据：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合并以显示管理所有权屏幕。
2. 选择要导出每个父代及其子代的完整数据的方案、年份和期间，无论其是否已被覆盖。
3.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导出完整的父代到子代所有权数据。

 

 

4. 选择要将 .csv 文件保存到的位置。
 

 

注：
请注意，在上表的第 7 行中，默认关系已导出到文件中，而不是仅导出覆盖项的常规导出。

数据包括父代和所有子代的任何条目，无论它们是否已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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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计算所有权数据
如果对合并方法范围设置进行了任何更改，或者针对所有权管理帐户添加或删除了覆盖规则，系统会提示您重新计算所有权数据。如果尚未重新计算数据，“管理所有权”屏幕顶部会显示警告消息。
要重新计算所有权数据：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合并以显示合并: 管理所有权屏幕。

 

 

2.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重新计算所有权数据。
3. 在“重新计算所有权数据”对话框中，选择方案、年份和起始期间以重新计算。

请注意，重新计算将应用于选定的期间和所有后续期间。
另请注意，如果需要重新计算某个 POV，则只有在重新计算所有权数据之后，才表示该
POV 的合并已完成。

4. 单击重新计算。
5. 从“重新计算成功”消息中，单击确定。

注：
重新计算所有权数据时，如果进程耗时超过 60 秒，则进程的剩余部分将在后台继续进行。如果需要，您可以导航至其他屏幕。要查看进程的进度，请打开作业控制台。

此外，在刷新数据库之后，无论是否对实体结构进行了更改，都必须重新计算所有权数据。
表单中的所有权设置

只应在“所有权管理”屏幕中输入或更新所有权设置。始终不应通过直接输入或通过规则更新设置。但是，这些设置可以显示在数据表单中。
数据表单中的所有权设置
要查看详细信息，请打开 TRCS_Ownership Detail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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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维中选择要使用的 POV：
• 方案
• 年份
• 期间
• 实体
• 帐户（FCCS_Drivers 的后代）

– FCCS_Consol Method（当前期间合并方法）
– FCCS_Consol Method Prior（前一期间合并方法）
– FCCS_Percent Consol（当前期间合并百分比）
– FCCS_Percent Consol Prior（前一期间合并百分比）
– FCCS_Percent Consol Change（前一期间到当前期间的合并百分比更改）
– FCCS_Percent Ownership（当前期间所有权百分比）
– FCCS_Percent Ownership Prior（前一期间所有权百分比）
– FCCS_Percent Ownership Change（前一期间到当前期间的所有权百分比更改）
– FCCS_Percent Min（当前期间少数股权百分比）
– FCCS_Percent Min Prior（前一期间少数股权百分比）
– FCCS_Percent Min Change（前一期间到当前期间的少数股权百分比更改）

• 数据源（FCCS_Source Entities 的后代）
– S_Parent Source（主要实体层次中的父实体，对于直接所有权设置）
– S_<entity name>（非主要实体层次中的父实体，对于直接所有权设置；祖先，对于 终所有权设置）

固定：
• 合并：FCCS_Entity Input

• 货币：无货币（多货币应用程序中）
• 公司内：FCCS_No Intercompany

• 移动：FCCS_No Movement

• 多 GAAP：FCCS_No Multi-GAAP（如果适用）
• 视图：FCCS_Periodic

• 自定义：无 <自定义名称>

查看 TRCS_Ownership Detail
此表单是显示 Essbase 中存储的所有权数据的只读视图。对所有权数据的所有编辑都必须通过所有权管理 UI 进行。
此数据反映您在所有权管理 UI 中单击“保存”时存储到 Essbase 的内容。
要查看 TRCS_Ownership Detail：
1. 从主页中，选择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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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表单选项卡上，展开税务管理，然后滚动以打开 TRCS_Ownership Detail。
 

 

3. 查看每列的值
查看 TRCS_Weighted Ownership Detail

您可以查看每个管辖范围和成员的加权所有权详细信息。
系统会计算以下值：
• Percent Current Year Weighted Consolidation

• Percent Current Year Weighted Ownership

要访问 TRCS_Weighted Ownership Detail UI：
1. 从主页中，选择“库”。
2. 在表单选项卡上，展开税务管理。
3. 滚动到 TRCS_Weighted Ownership Detail 表单。
4. 查看以下列的值：

• Percent Current Year Weighted Consolidation

• Percent Current Year Weighted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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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所有权设置
初始默认设置和覆盖所有权设置应自动从同一年份中的先前期间结转至后续期间，但不结转至后续年份。通过复制所有权数据，可以将 新设置从一年中的 后一个期间
(P12) 结转至下一年的第一个期间。
请注意，此选项仅对每个年份的 后一个期间可用。
如果所有权设置尚未复制到每个后续年份的第一个期间，则后续年份中不会显示实体结构，并且会显示信息消息：
当前年份中没有所有权数据。请尝试在上一年的 后一个期间中执行“将所有权数据复制到下一年”操作。
要将所有权数据复制到下一年：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合并以显示管理所有权屏幕。
2. 在 POV 中，选择当前年份的 P12。
3.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将所有权数据复制到下一年。
4. 在复制完成时单击确定。
复制所有权数据时，如果进程耗时超过 60 秒，则进程的剩余部分将在后台继续进行，以便您可以根据需要导航至其他屏幕。要查看进程的进度，请打开作业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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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管理作业
相关主题
• 作业概述
• 调度作业
• 查看作业
• 查看挂起的作业和 近的活动
• 编辑和删除作业
• 复制作业
• 启动和删除“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

作业概述
作业是导出数据或刷新数据库之类的操作，您可以立即启动作业或调度作业按特定间隔运行。利用作业控制台，管理员可以在一个中心位置管理作业。
您可以在作业控制台中管理以下类型的作业：
• 运行规则
• 导入数据
• 导入元数据
• 导出数据
• 导出元数据
• 刷新数据库
• 运行无效交叉点报表
• 重建块存储多维数据集 (BSO)

• 非合并作业，例如任务管理器作业和补充数据作业
调度作业

您可以调度作业的运行时间（现在或将来的时间）和运行频率（一次、每天、每周、每月和每年）。
要调度作业：
1. 在主页上，单击应用程序。
2. 单击作业。
3. 单击调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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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调度作业页面上，在常规选项卡上选择要调度的作业的类型：
• 规则 - 启动业务规则。业务规则页面会列出为应用程序所创建的业务规则。
• 导入数据 - 运行数据导入操作。
• 导入元数据 - 运行元数据导入操作。
• 导出数据 - 运行数据导出操作。
• 导出元数据 - 运行元数据导出操作。
• 刷新数据库 - 启动数据库刷新操作。
• 无效交叉点报表 - 运行无效交叉点报表。
• 重建多维数据集 - 从多维数据集中，选择要重建的多维数据集。对块存储多维数据集 (BSO) 执行完全重建以消除或减少碎片。此操作还将删除空块。它不适用于聚合存储多维数据集 (ASO)。
• 清除多维数据集 - 运行“清除多维数据集”流程可清除多维数据集中的特定数据。
• 管理模式 - 更改应用程序的登录级别。如果选择管理员，在作业执行后，所有非管理用户都将从应用程序中注销。要为所有用户还原对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请选择所有用户。
• 执行突发定义 - 运行为报表保存的突发定义。您可以针对一个数据源的单个维的多个成员运行单个报表或工作簿，并为每个成员发布一个 PDF 输出。请参阅《Designing with Reports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中的 "About Bursting" 部分。
5. 在您想在何时运行此作业? 下，选择何时运行作业：

• 立即运行
• 调度开始时间，然后选择日期、时间和时区。

6. 在您想每隔多久运行此作业? 下，设置作业重复发生方式，如下所示：
• 输入作业的名称；例如，MyWeeklyCubeRe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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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业控制台上的作业列表中，您输入的名称将与一个系统生成的作业名称一同显示，例如 MyWeeklyCubeRefresh: Refresh Database。
• 对于重复发生方式，选择运行作业的频率：

– 每小时
– 按分钟
– 运行一次
– 每天
– 每周
– 每月
– 每年

• 可选：要输入结束日期，请单击结束日期复选框，然后选择日期和时间。
7. 单击下一步继续。
8. 在作业详细信息页面上，将显示已另存为作业的操作的列表。选择一个作业，然后单击下一步。
9. 在审核页面上，审核所做的选择。

• 要继续，请单击完成。
• 要进行更改，请单击上一步。
• 要取消作业，请单击取消。

查看作业
作业控制台列出以下类型的作业：
• 处于挂起状态的作业列在挂起的作业下
• 当前正在处理、已运行并完成或出现错误的作业列在 近的活动下
• 任务管理器作业和补充数据作业列在“非合并作业”选项卡上。

注：
作业在作业控制台中保留 90 天。

要查看作业控制台中的列表：
1. 在主页上，单击应用程序。
2. 单击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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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以下一项任务：
• 要筛选挂起的作业和 近活动的列表，请单击筛选器图标 ，选择筛选器选项，然后单击应用。
• 要搜索作业，请在“搜索”字段中输入文本，然后单击搜索图标 。
• 要查看作业的详细信息，请单击作业的名称。
• 要查看任务管理器作业和补充数据作业的详细信息，请单击左侧的非合并作业选项卡。您可以选择按名称、状态、创建者（或修改者）、开始日期或结束日期筛选作业列表。

查看非合并作业
非合并作业（例如任务管理器作业和补充数据作业）页面列出作业，您可以在此处筛选和查看作业详细信息。
要查看作业：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作业 。
2. 在左侧导航区中单击

非合并作业。
3. 可选：要搜索作业，请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搜索条件。
4. 可选：在筛选器栏中，选择筛选条件：

• 作业 ID

• 名称
• 类型
• 源
• 状态
• 开始日期
• 结束日期

5. 单击
以选择其他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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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要隐藏筛选器栏，请单击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单击筛选器栏右侧。
6. 单击作业旁边的

图标以查看作业详细信息。
查看挂起的作业和 近的活动

提交作业后，可以查看调度的作业：
• 挂起的作业显示要处理的处于队列中的作业。
• 近的活动显示当前正处理的或者已完成的作业。此列还显示已运行但有错误的任何作业。
作业在作业控制台中保留 90 天。
要查看作业控制台中的作业列表：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作业。

 

 

2. 执行以下一项任务：
• 要筛选挂起的作业和 近活动的列表，请单击“筛选器”  以选择筛选器选项，然后单击应用。可以按作业类型、运行状态、作业名称、开始和结束时间以及用户名来筛选作业。
• 要搜索作业，请在搜索中输入文本，然后单击“搜索” 。
• 要查看作业的详细信息，请单击作业的名称。
• 要查看任务管理器作业和补充数据作业的详细信息，请单击左侧的非合并作业选项卡。使用 POV 栏可以按“名称”、“状态”、“修改者”、“开始日期”或“结束日期”筛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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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查看非合并作业
编辑和删除作业

您只能编辑挂起的作业的调度。您不能编辑作业类型或作业名称。
可以删除挂起的或者已完成的作业。
如果某个作业处于正在处理状态，则不能编辑或删除该作业。
要编辑作业：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 和作业。
2. 要编辑挂起的作业，请单击要修改的作业旁边的操作

，然后选择编辑。
 

 

3. 在编辑调度作业页面上，选择运行作业的时间和频率，然后单击下一步。检查所做的更改，然后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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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您只能编辑该作业的调度。您不能编辑作业类型或作业名称。

要删除作业：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 和作业。
2. 要删除挂起的或已完成的作业，请单击要删除的作业旁边的操作

，然后选择删除。作业将立即删除。

注：
您可以一次删除单个或多个作业。

复制作业
使用另存为选项创建现有作业的副本，然后对其进行更新，这样，每次创建新作业时，就不必重新进行选择。
以下作业类型支持另存为：
• 导出数据
• 导入数据
• 导出元数据
• 导入元数据
• 刷新数据库
• 清除多维数据集

Note:

有关作业类型的说明，请参阅“调度作业”
要复制作业：
1.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单击操作，然后选择以下操作之一：

• 导出数据
• 导入数据
• 导出元数据
• 导入元数据
• 刷新数据库
• 清除多维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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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列表页面上，单击要复制作业旁边的操作列中的

，然后选择另存为。
4. 输入新作业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结果
创建重复作业后，您可以打开该作业并对其进行更新。重复作业的错误文件将自动使用新作业名称作为前 。

启动和删除“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
要立即启动“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或者要删除作业：
1. 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依次单击操作和清除多维数据集。
3. 在清除多维数据集列表页上，单击您要启动或删除的“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旁边的

“操作”图标 ，然后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单击提交可立即启动作业。
• 单击删除可删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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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执行结转和复制配置
相关主题
• 了解结转
• 执行结转
• 执行按实体结转
• 在方案、年份和期间之间复制配置
• 在实体间复制配置

注：
有关“结转”和“复制配置”中的安全层的概述，请参阅“管理安全性”。

了解结转
关闭期间后，将使用结转流程从前一期间复制相关配置，以用作具有新目标期间的税预提和按国家/地区报告流程的起始点。上一期间被视为源期间。例如，如果目标期间设置为 P6，则源期间将为 P5。如果目标期间为 P1，则源期间将为上一年的 P12。执行结转时，结转流程包括所有 0 级实体，包括 FCCS_Total Geography 层次之外的实体。

注：
如果要将配置从一个方案结转到多个方案、年份和期间，请使用“复制配置”。请参阅“在方案、年份和期间之间复制配置”。

结转可用于以下任何配置：
• 税率 - 将税率复制到选定的目标 POV注意：当目标期间为 P1 时，系统将上一年的期末税率映射到目标年份的期初税率。请参阅下文：

本年本期税率 => 上年本期税率
期末递延税率 - 非本期 => 期初递延税率 - 非本期
期末递延税率 - 非本期 => 期末递延税率 - 非本期
期末区域性税分配 => 期初区域性税分配
期末区域性税分配 => 本年区域性税分配
期末区域性税分配 => 期末区域性税分配
期末覆盖税率 => 期初覆盖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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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覆盖税率 => 本年覆盖税率
期末覆盖税率 => 期末覆盖税率
期末覆盖税率分配 => 期初覆盖税率分配
期末覆盖税率分配 => 本年覆盖税率分配
期末覆盖税率分配 => 期末覆盖税率分配

• 兑换率 - 将兑换率复制到选定的目标 POV当目标期间为 P1 时，兑换率按以下方式映射：
平均兑换率 => 平均兑换率
期末兑换率 => 期末兑换率
当目标期间为 P1 以外的值时，兑换率映射方式相同。对于兑换率，复制和结转映射相同。
注意：当运行“计算汇率”时，“外汇汇率 - 期初”填充自 => 上一年，P12，期末汇率。

• 税务自动化规则 - 将税务自动化规则复制到选定的目标 POV

• 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 - 复制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以填充目标期间的表
1 数据

• 按国家/地区报告申报 -（按国家/地区报告）结转以下数据：表 2、表 3、组成实体信息数据、报表实体信息和消息规范
• 税损失/税抵免中的到期年份 - 将到期年份复制到选定的目标 POV当目标期间为 P1 时，到期年份按以下方式映射：

本年 => 本年-1

本年-1 => 本年-2

...

...

...

当目标期间为 P1 以外的值时，到期年份按以下方式映射（与复制配置的行为相同）：
本年 => 本年
本年-1 => 本年-1

对于后续的每个期间，可以利用结转流程来移动上述各项。您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配置以同时结转，或者一次全部结转。完成复制时，表单将显示完成复制的日期和时间。

注意：
在执行结转时，将在结转期间覆盖目标方案、年份和期间中的现有配置（如果选中）。

执行结转
结转必须由系统管理员或超级用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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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结转：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配置和结转。

2. 在结转屏幕上，选择要将配置复制到的目标视点。
• 方案 -- 从方案列表中选择一个方案。
• 年 -- 从列表中选择年份。
• 期间 -- 从期间列表中选择一个基本期间。目标期间是 POV 中的选定期间，源是该期间的上一期间。例如，对于 FY21 P1，上一期间为 FY20 P12。

3. 单击以选择要执行的结转类型：
• 税率 -- 将税率复制到选定的目标 POV

• 兑换率 -- 将兑换率复制到选定的目标 POV

• 税务自动化规则 -- 将税务自动化规则复制到选定的目标 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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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运行税务自动化结转之前，请确保包括 FCCS_Global Assumptions和 No Entities 在内的所有 0 级实体对于目标方案、年份和期间均未锁定。必须先将其解锁，然后才能完成结转。

• 税损失/税抵免中的到期年份 - 将任何税损失或税抵免的到期年份复制到目标
POV。

• 亏损实体 - 复制亏损实体设置。
• 按国家/地区报告申报 - 结转下列按国家/地区报告表单：

– 表 2

– 表 3

– 组成实体信息
– 报表实体信息
– 消息规范

注：
表 1 不结转，因为要为新期间输入数据。结转还排除所有特定于报告期间/年份/方案的独有元素，例如，文档参考 ID、更正消息 ID、报告期间、时间戳等。这些字段是未复制的更多信息和管辖文档规范报表的一部分。

注：
如果在父实体启用了数据输入，结转还适用于父实体。

• 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 - 复制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以填充目标期间的表 1 数据

注：
在运行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之前，必须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 确保包括 FCCS_Global Assumptions 和 No Entities 在内的所有

0 级实体对于目标方案、年份和期间均未锁定。必须先将其解锁，然后才能完成结转。
– 已在合并多维数据集上运行合并以更新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

• 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规则 - 复制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规则来填充目标期间的数据。选中“结转”屏幕中的“复制应纳税额 - 自动化规则”复选框，可以复制您在“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表单中定义的自动化规则（从上一个期间复制到下一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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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应纳税额数据 - 复制本期应纳税额和详细信息表单中的所有数据来填充目标期间的数据。选中“本期应纳税额数据”复选框，可以复制用户输入的所有数据，而不是自动化数据。仅在合并期间填充自动化数据。

注：
– “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规则”的结转保持不变。唯一的区别在于本期应纳税额数据，当用户选择“第一个期间”作为目标期间，并选择“本期应纳税额数据”作为规则时，不复制上一年的 P12 数据。
– 不复制自动化数据。只复制用户输入的数据。

表 19-1    “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规则”的结转示例
规则名称 目标 POV 预期结果
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规则 目标 POV：实际，FY15,P2 将“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规则”从“实际，FY15,P1”复制到“实际，FY15,P2”
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规则 目标 POV：实际，FY16,P1 将“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规则”从“实际，FY15,P12”复制到“实际，FY16,P1”
本期应纳税额数据 目标 POV：实际，FY15,P2 将“本期应纳税额数据”从“实际，

FY15,P1”复制到“实际，
FY15,P2”

注：
仅复制用户输入的数据，不复制自动化数据。

本期应纳税额数据 目标 POV：实际，FY16,P1 不将任何数据从“实际，
FY15,P12”复制到“实际，
FY16,P1”

单击全选 可以一次选择所有结转类型。
4. 可选：查看前一结转的详细信息：

• 方案、年和期间 - 如果这是第一次运行结转，此列为空白。
• 结转的状态。
• 执行结转的日期。

5. 单击运行以执行选定结转。完成结转时，将显示状态以及执行日期和时间。
6. 验证结转是否生成新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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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于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仅复制按国家/地区报告规则。如果检查“数据状态按国家/地区报告”屏幕，会发现新期间的数据未受影响。

7. 可选：仅对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执行以下步骤以填充表 1：
a. 对合并多维数据集运行合并。
b. 对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运行合并。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将拉取关联数据来填充表 1，实体的计算状态将更新为“受影响”。

执行按实体结转
“按实体结转”流程的工作方式与结转流程类似，但与结转流程不同的是，它可以应用于应用程序中 0 级实体的子集。例如，可以使用“按实体结转”有选择地为新添加的实体结转配置，而不会影响现有的实体。
有关结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执行结转”
要执行按实体结转：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配置。
2. 依次选择复制配置和按实体结转选项卡。
3. 在选择要从源结转到目标的配置下，选择结转选项：

• 税率 -- 将税率复制到选定的目标 POV。
• 税损失/税抵免中的到期年份 - 将任何税损失或税抵免的到期年份复制到目标

POV。
单击全选 可以一次选择所有结转类型。

4. 在源下，定义要复制的数据切片：
• 方案 -- 从方案列表中选择一个方案。只能为源选择一个方案。
• 年 -- 从列表中选择年份。只能为源选择一个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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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 -- 从期间列表中选择一个基本期间。
• 实体 -- 选择源实体。

5. 在目标下，定义将源数据复制到哪里：
• 方案 -- 从方案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方案。
• 年份-- 目标年份将自动填充为源年份 + 1 且无法修改。
• 期间 -- 从期间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期间。
• 实体 -- 目标实体与源实体相同且无法修改。

注：
仅当满足以下条件时，才会影响目标 POV 的数据状态：
• 要用于结转的实体已解锁。
• 源的数据状态不能是“无数据”。

6. 单击运行以执行选定结转。完成结转时，将显示状态以及执行日期和时间。
7. 从主页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作业以查看作业状态和详细信息。
8. 验证结转是否生成新期间。

在方案、年份和期间之间复制配置
执行结转时，您只能在单个方案内将数据从一个期间结转到下一个期间。当目标期间为 P1，前一期间为上一年的 P12 时，结转还会将期末税率移至期初税率。

注：
请参阅“执行结转”。

如果要将数据从指定源复制到指定目标，可以使用“复制配置”。使用此选项，您可以在方案、年份和期间之间复制配置和规则。可以创建要复制到选定目标的选定源配置的一对一副本。还可以将数据复制到多个目标期间。
与结转流程不同，复制配置始终在相同的税率之间进行映射，如下所示：
上年本期税率 => 上年本期税率
本年本期税率 => 本年本期税率
期初递延税率 - 非本期 => 期初递延税率 - 非本期
期末递延税率 - 非本期 => 期末递延税率 - 非本期
期初区域性税分配 => 期初区域性税分配
本年区域性税分配 => 本年区域性税分配
期末区域性税分配 => 期末区域性税分配
期初覆盖税率 => 期初覆盖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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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覆盖税率 => 本年覆盖税率
期末覆盖税率 => 期末覆盖税率
期初覆盖税率分配 => 期初覆盖税率分配
本年覆盖税率分配 => 本年覆盖税率分配
期末覆盖税率分配 => 期末覆盖税率分配
活动区域标志 => 活动区域标志
“复制配置”必须由系统管理员或超级用户执行。
要复制配置：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配置。
2. 单击复制配置，然后选择复制配置选项卡。
3. 在选择要从源复制到目标的数据下，选择配置中要包括的选项：

• 税务自动化规则
• 中期预提亏损实体
• 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规则
• 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规则
• 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
• 按国家/地区报告申报

注：
仅当为应用程序启用了以下功能时，这些功能才会显示在“复制配置”屏幕上：
• 中期预提亏损实体，如果在应用程序中启用了中期预提。
• 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和按国家/地区报告申报，如果在应用程序中启用了按国家/地区报告。

对于每个选定功能，配置知道需要哪些交叉点。您不需要进行任何其他选择，例如维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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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源下，输入要用作源 POV（要从中复制数据）的方案、年份和期间。
5. 在目标下，输入要用作目标 POV（要向其复制数据）的方案、年份和期间。

注：
所有目标选择都是单一选择，除了目标期间。可以为复制配置选择多个目标期间。输入用逗号分隔的多个目标期间，之间没有空格（例如 P1,P2,P3,P4）。如果源方案和年份与目标方案和年份相同，请确保源期间未用作目标期间之一。

注：
仅当满足以下条件时，才会影响目标 POV 的数据状态：
• 用于配置的实体已解锁。
• 源的数据状态不能是“无数据”。

6. 单击运行。将为要运行的每个规则创建一个作业。与结转操作不同，“复制配置”同时提交所有规则，所以您必须等待所有作业完成。可以在“作业”屏幕上监视作业完成进度。
当您运行“复制配置”时，将影响所有已解锁实体的目标 POV 的数据状态。

7.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作业。
8. 在“作业”选项卡上，选择“复制”作业来检查状态。有关选定作业的更多信息，请单击“作业名称”来查看作业详细信息。
9. 从主页中选择数据状态来验证“复制配置”是否已完成，并且选定目标 POV 显示“受影响”状态。
10. 选择目标 POV 以确保“复制配置”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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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体间复制配置
执行结转时，您只能在单个方案内将数据从一个期间结转到下一个期间。

注：
请参阅“执行结转”。

如果要将数据从指定源复制到指定目标，可以使用“按实体复制配置”。使用此选项，您可以在方案、年份、期间和实体之间复制配置和规则。可以创建要复制到选定目标的选定源配置的一对一副本。还可以将数据复制到多个目标期间。
“按实体复制配置”必须由系统管理员或超级用户执行。
要按实体复制配置：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配置。
2. 选择复制配置，然后选择按实体复制配置选项卡。
3. 在选择要从源复制到目标的配置下，选择配置中要包括的选项：

• 税率（期初）
• 税率（本期和期末）
• 外汇汇率（平均和期末）
• 税损失/税抵免中的到期年份
• 本期应纳税额 (包括付款和退款)

对于每个选定功能，配置知道需要哪些交叉点。您不需要进行任何其他选择，例如维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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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源下，定义要复制的数据切片：
• 方案 -- 从方案列表中选择一个方案。只能为源选择一个方案。
• 年 -- 从列表中选择年份。只能为源选择一个年份。
• 期间 -- 从期间列表中选择一个基本期间。
• 实体 -- 选择源实体。

注：
实体充当筛选器。如果将实体筛选器留空，相当于选择源和目标中的所有实体。
仅当选择“全局假设”作为“实体”，或者将实体筛选器留空以选择所有实体时，才会复制合并的税率。

5. 在目标下，定义将源数据复制到哪里：
• 方案 -- 从方案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方案。
• 年份 -- 从年份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年份。
• 期间 -- 从期间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期间。
• 实体 -- 目标实体与源实体相同且无法修改。

注：
仅当满足以下条件时，才会影响目标 POV 的数据状态：
• 要用于结转的实体已解锁。
• 源的数据状态不能是“无数据”。

6. 单击运行。将为要运行的每个规则创建一个作业。与结转操作不同，“按实体复制配置”流程同时提交所有规则，所以您不必等待所有作业完成。可以在“作业”屏幕上监视作业完成进度。
当您运行“按实体复制配置”流程时，将影响所有已解锁实体的目标 POV 的数据状态。

7.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作业。
8. 在“作业”选项卡上，选择“复制”作业来检查状态。有关选定作业的更多信息，请单击“作业名称”来查看作业详细信息。
9. 从主页中选择数据状态，验证“按实体复制配置”是否已完成，且选定目标 POV 显示“受影响”状态。
10. 选择目标 POV 以确保“按实体复制配置”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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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使用税务自动化
相关主题
• 了解税务自动化
• 将税务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 使用多个规则的组合创建税务自动化
• 使用全国性税务自动化
• 使用区域性税务自动化
• 税务自动化逻辑示例
• 管理多个归属地的税务自动化规则

了解税务自动化
在 Tax Reporting 中，税务自动化是为核心税计算提供数据的关键流程。它表示帐簿数据与税数据之间的链接。将试算表数据加载到应用程序中后，可以运行税务自动化流程将税敏感性帐簿数据链接到以下税帐户之一：
• 永久性差异帐户
• 暂时性差异帐户
• 税前收入调整帐户
• 其他设置帐户

提示：
佳做法是将权益帐户与损益帐户分离。对于权益帐户，应将“权益 - 自动”列作为目标。

使用税务自动化，系统通过以下方法准备本期预提流程：将税前净收入 (NIBT) 金额从实体的损益表复制到本期预提的税前净收入条目。这样可以确保本期预提的起始点等于法人实体的财务报表税前收入。税务自动化流程还可用于对流入本期预提的税前净收入调整金额实现自动化，例如帐簿调整和帐簿重新归类。

注：
必须在对 NIBT 的帐簿调整和 NIBT 帐簿重新分类合计下添加属性为“存储”或“从不共享”的子代。这样，您可以使用税务自动化将数据传入“本期预提”表单。

要增强税务自动化的灵活性，您可以为每个帐户创建多个税务自动化规则，将多个规则应用于一个帐户，或者为一个帐户分配多个源帐户或多 GAAP 源帐户。可以创建的规则数量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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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使用附加规则，您可以定义要应用的逻辑（拉取、移动或消除）。您可以在单个规则中创建使用多个拉取、移动或消除规则的规则，或者定义多个规则的组合（在一个规则中引入流，例如同时包括拉取和消除）来满足更加复杂的要求。对于每个规则，您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源帐户或多 GAAP 源帐户，从而更轻松地管理多个源帐户。
您可以为全国性和区域性帐户运行税务自动化。

将税务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数据源维可用于创建成员来存储税务自动化规则。创建应用程序时，会为每个类型生成一个规则并将它存储在 TRCS_Tax Automation Rules 层次下的数据源维中。将创建下列现成可用的规则：
 

 

您也可以根据需要添加税务自动化成员。必须先在数据源维下创建新的规则成员，然后才能将它们加载到关联的税务自动化表单。对于可以创建的其他规则成员的数量没有限制。

注：
规则将按其创建顺序执行。

税务自动化规则可以定义为“全局规则”、“归属地规则”和“实体规则”。
• 全局规则 - 如果使用“税务自动化 - 全局”表单创建全局规则，则当您保存规则时，该规则会复制到所有归属地和实体。全局规则应用于所有归属地和实体。如果需要，可在“归属地”或“实体”级别覆盖此全局规则。
• 归属地规则 -如果使用“税务自动化 - 归属地”表单创建归属地规则，则当您保存规则时，该规则会复制到属于该归属地的所有实体。如果需要，可在实体级别覆盖此规则。
• 实体规则 - 实体规则直接应用于实体。
要向数据源维添加新的税务自动化成员：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单击维选项卡，然后在数据源维下，创建存储税务自动化规则所需的数据源成员。请参阅“将税务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3. 在编辑成员属性: 数据源选项卡上的 FCCS_Total Data Source 下，导航到

TRCS_Tax Automatio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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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突出显示要向其中添加其他规则的税务自动化规则，例如 TRCS_Global Rules，然后单击
“添加子代” 。

5. 在添加子代对话框中，输入要添加的成员数，然后单击应用。
6. 在新行中，输入新成员的以下信息，然后单击保存：

• 输入新的税务自动化规则的成员名称，例如 Global_Rules_2。系统将填充父代成员。
• 输入默认别名表的名称。

注：
在系统定义的规则成员 (TRCS_Global Rule1) 后面创建用户特定的规则成员。例如，应先设置全局规则 1，然后依次设置全局规则 2 和全局规则 3，以便在添加行时，系统能够识别下一个可用的成员。

新规则将添加到层次中。
7. 将新规则添加到税务自动化表单中。您必须右键单击第一行的第一个单元格来显示菜单，然后依次选择税务自动化和显示所有帐户，为每个税务帐户添加新的空白规则。添加永久性差异或暂时性差异帐户时，必须执行此操作。请参阅以下部分：

• 使用全国性税务自动化
• 使用区域性税务自动化

使用多个规则的组合创建税务自动化
税务自动化规则按创建顺序执行来拉取、移动或消除数据。规则的执行顺序对于确保结果正确来说至关重要。
佳做法是将权益帐户与损益帐户分离。对于权益帐户，应将“权益 - 自动”列作为目标。

虽然规则通常是单独创建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创建包含规则组合的规则来执行事务是合理做法。例如，您可以创建管理多个拉取、移动或消除规则的规则，或者创建更复杂的规则并在其中包含使用不同规则的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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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取资产负债表调整，然后消除到期末余额。
• 拉取到“权益 - 自动”列，然后消除到期末余额。
使用下表中的示例创建多规则组合。
表 20-1    多规则组合的示例
规则 方案 示例
拉取 为某个帐户定义了多个“拉取”规则。 帐簿帐户 10150 有 1000，而 10100 有 2000

• NIBT 全局规则 1：拉取 100% 10150
• NIBT 全局规则 2：拉取 100% 10100
• NIBT = 3000

移动 为某个帐户定义了多个“移动”规则。 帐簿帐户 FY15, 10150 有 500，而 10100 有
1000
帐簿帐户 FY16, 10150 有 1000，而 10100 有
2000
• NIBT 全局规则 1：移动 100% 10150
• NIBT 全局规则 2：移动 100% 10100
• NIBT = 1500 ( (1000 - 500) * 100% + (2000

- 1000) * 100%)
消除 为某个帐户定义了多个“消除”规则。 帐簿帐户 FY15, 10150 有 2000，而 10100 有

4000
• TempST0001 帐户 FY16 有 10000
• TempST0001 全局规则 1：消除 100%

10150• TempST0001 全局规则 2：消除 100%
10100• TempST0001 =- 4000 ( (2000) * 100% +
(4000) * 100%) - 10000)

拉取和移动 按任意顺序为某个帐户定义了“拉取”规则和“移动”规则：
• 先拉取后移动，或者
• 先移动后拉取

帐簿帐户 FY15, P12 10150 有 500
帐簿帐户 FY16, P12 10150 有 1000
帐簿帐户 FY16, P12 20150 有 2000
POV：实际，FY16,P12

• TempST0001 全局规则 1：拉取 100%
20150• TempST0001 全局规则 2：移动 100%
10150• TempST0001 = 2500 ( (2000) * 100% +
(1000 - 5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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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    （续） 多规则组合的示例
规则 方案 示例
拉取和消除
（当消除逻辑与拉取或移动一起使用时，消除逻辑的目标移动应该不同。）

为帐户定义了“拉取”规则和“消除”规则，并且“消除”是后一个规则。
帐簿帐户 FY16, 20150 有 1000
帐簿帐户 FY16, 10250 2000
TempST0001 帐户 FY16 有 9000
POV：实际，FY16,P12

• TempST0001 全局规则 1：拉取 100%
20150 TBClosing 自动

• TempST0001 全局规则 2：消除 100%
10250 TBClosing 其他调整（请注意，目标移动是“其他调整”）

• TempST0001 = -8000– ( 1.将执行拉取并将其作为 1000 推送到“自动”列
– 2. 消除到帐簿余额，即 2000 * 100% -

10000 = -8000
移动和消除
（当消除逻辑与拉取或移动一起使用时，消除逻辑的目标移动应该不同。）

为帐户定义了“移动”规则和“消除”规则，并且“消除”是后一个规则。
帐簿帐户 FY15, 10150 有 500
帐簿帐户 FY16, 10150 1000
帐簿帐户 FY16, 20150 2000
TempST0001 帐户 FY16 有 9000
• TempST0001 全局规则 1：移动 100%

10150 TBClosing 自动
• TempST0001 全局规则 2：消除 100%

20150 TBClosing 其他调整（请注意，目标移动是其他调整）
• TempST0001 = -8000– 1. 将执行移动并将其作为 500 推送到“自动”列

– 2. 消除到帐簿余额，即 2000 * 100% -
9500 =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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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    （续） 多规则组合的示例
规则 方案 示例
拉取、移动和消除 为帐户定义了“拉取”规则、“移动”规则和“消除”规则，并且“消除”是 后一个规则。

帐簿帐户 FY16, 10250 2000
帐簿帐户 FY15, 10150 有 500
帐簿帐户 FY16, 10150 1000
帐簿帐户 FY16, 20150 2000
TempST0001 帐户 FY16 有 9000
• TempST0001 全局规则 1：拉取 100%

10250• TempST0001 全局规则 2：移动 100%
10150• TempST0001 全局规则 3：消除 100%
20150 TBClosing 其他调整（请注意，目标移动是其他调整）

• TempST0001 = -9500– 1. 将执行拉取并将其作为 2000 推送到“自动”列
– 2. 将执行移动并将其作为 500 推送到“自动”列
– 3. 消除到帐簿余额，即 2000 * 100% -

11500 = -9500

使用全国性税务自动化
税务自动化规则可以定义为“全局规则”、“归属地规则”和“实体规则”。如果使用“税务自动化 - 全局”表单创建全局规则，则当您保存规则时，该规则会复制到所有归属地和实体。
如果需要，可在“归属地”或“实体”级别覆盖此全局规则。如果使用“税务自动化 - 归属地”表单创建归属地规则，则当您保存规则时，此规则会复制到属于该归属地的所有实体。如果需要，可在实体级别覆盖此规则。
您可以为每个帐户添加多个规则。要增强税务自动化的灵活性，您可以对创建的每个规则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不同的税务自动化规则（逻辑）。您可以创建两个或更多规则，这些规则可以都使用相同的逻辑，也可以各自使用不同的逻辑。逻辑选择包括“拉取”、“移动”、“消除”、“年度化”、“取消年度化”、“全国性调整”和“上年”。
• 选择不同的源（源帐户）。您可以为每个规则选择不同的源帐户，或者为一个或多个规则选择相同的源帐户。
• 为每个规则选择不同的方案（源方案）。
执行合并时将执行税务自动化。
要运行全国性税务自动化：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单击维选项卡，然后在数据源维下，创建存储税务自动化规则所需的数据源成员。请参阅“将税务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3.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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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用户变量”选项卡上的帐户下，选择税务自动化目标帐户表单，然后单击保存。该帐户将显示在“税务自动化”表单上。
5.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配置和税务自动化。

注：
如果期间尚未开始，则“全局规则”屏幕为空白。

 

 

6. 在“税务自动化”表单上，选择规则要应用到的实体对应的选项卡：
• 全局规则（“税务自动化 - 全局”表单）--“全局”将规则应用于系统中的所有实体。
• 归属地规则（“税务自动化 - 归属地”表单）--“归属地”将规则应用于相应归属地中的所有实体。归属地指的是实体所在的国家/地区或管辖范围。例如，加拿大是蒙特利尔的归属地，美国是纽约的归属地（全国性级别）。
• 实体规则（“税务自动化 - 实体”表单）--“实体”将规则应用于选定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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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如果该页面为空白，则在操作下，依次选择税务自动化和显示所有帐户。此步骤为每个税务帐户添加一个新的空白规则。请参阅“将税务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8. 右键单击规则名称单元格（例如，全局规则 1）以显示弹出菜单，然后依次选择税务自动化和添加规则，为每个税务帐户创建一个附加规则。此规则创建在底部（即后一个规则），并且选定的规则数据将复制到新创建的行中。

注：
添加规则时，确保已在数据源维中创建了占位符成员，否则，选择“添加规则”不会创建新行。只有在定义并保存了规则 1 之后，才能添加规则 2。请参阅“将税务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9. 单击保存以保存规则。
10. 可选：右键单击规则名称单元格以显示菜单，然后依次选择税务自动化和删除规则，为每个帐户删除一个规则。“删除规则”操作在删除选定规则时会将列表中下方的规则整体向上移。删除第一行只会清除规则，不会删除第一行。

注：
无法从“归属地”表单中删除全局规则，也无法从“实体”表单中删除全局规则和归属地规则。

11. 可选：在禁用列下，选择禁用可将该实体从计算中排除。默认情况下，所有基本实体都选中了启用。
例如，要用实体规则覆盖全局规则和归属地规则，请将全局规则设置为禁用，然后启用一个实体规则，以覆盖其他规则并重定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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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逻辑下，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用于行的逻辑。您可以为针对帐户创建的每个规则选择不同的税务自动化规则。提供了以下规则：
 

 

• 拉取 - 获取源帐户的指定百分比并将其应用于目标帐户示例：
– 拉取 50%

– 源帐户：100

– 目标 = (100 * 50%) = 50

• 移动 - 获取源帐户当前期间金额与源帐户上一年 后一个期间的金额之间的差异，并将该金额应用于目标帐户。示例：
– 移动 20%

– 源帐户：上一年：100；当前：150

– 目标 = ((150-100) * 20%) = 10

• 消除 - 从帐簿或任何补充调度中消除时，源帐户和源移动交叉点处的值必须等于目标帐户的“暂时性差异”中的期末余额。从附表中消除（如固定资产）：
– 示例 1：固定资产：

* 源帐户/移动 = -8110（资产和相关设施的帐簿基数减去税基数与本年移动）
* 目标帐户/移动的暂时性差异期末余额 = -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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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暂时性差异”中填充了目标帐户的任何其他移动，则会将其“消除”（减去），使期末余额保持源帐户/移动的值。

– 示例 2：
* 固定资产源帐户/移动 = -8110（资产和相关设施的帐簿基数减去税基数与本年移动）
* 目标帐户/移动的暂时性差异期末余额保持 -8110。
* 根据目标帐户的暂时性差异调整后的期初余额 = 1000

* 期初余额调整 1000 和损益移动合计 -9100 之间的差异仍然等于 -8110

当源数据为帐簿数据时消除：
– 未在“税务自动化”中指定源或目标移动时，源移动默认为“TB 期末”，目标移动默认为“自动 (本年)”。必须指定有效的源帐簿帐户。
– 值将显示在自动移动的暂时性差异中，且期末余额 = 源帐簿帐户值。

• 年度化 - 允许将非全年的金额年度化为全年金额。
• 取消年度化 - 允许基于规则的期间将全年的价值取消年度化为非全年金额。
• 全国性调整 - 允许调整（例如，反冲）区域性预提中的全国性永久性或暂时性差异。
• 上年 - 提供用于将上一年的数据带入预提中的功能。

注：
有关“年度化”、“取消年度化”、“全国性调整”和“上年”逻辑的详细示例，请参阅“税务自动化逻辑示例”。
有关创建组合了多个规则以执行事务的规则的示例，请参阅“使用多个规则的组合创建税务自动化”。

13. 在百分比下，输入整数或小数来表示要复制到选定实体的帐簿数据百分比。例如，对于 100%，输入 1，或者对于 50%，输入 .5。退出该单元格后，将正确显示数字。
 

 

14. 在源帐户下，选择要从中复制数据的源帐户编号。您可以为针对帐户创建的每个规则选择不同的源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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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源移动下，选择要用于移动数据的移动成员。
 

 

16. 从目标移动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用于移动数据的移动成员。如果未选择值，则默认为移动维选择自动。
 

 

17. 在源多 GAAP 下，选择要从中提取数据的多 GAAP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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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从目标多 GAAP 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将数据移动到的多 GAAP 成员。
 

 

19. 从源方案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从中提取数据的方案。可以为每个规则定义不同的方案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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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源方案中的数据更改不会影响基于税务自动化规则的目标方案。例如，如果定义了一个税务自动化规则用于从源 GAAP 方案拉取数据，GAAP 方案系统中的任何数据更改不会影响 STAT 方案。设置业务规则影响合并多维数据集中有数据的实体。

20. 仅对公司内抵消，从源 ICP 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在计算公司内抵消时用作源的公司内成员。可以为每个规则定义不同的公司内源成员。
 

 

21. 单击保存。通过查看数据状态，可以看到哪些实体受到了影响。当您单击保存时，所有规则都会推送到基本归属地和基本实体。基本实体继承为归属地特定规则定义的规则，或者如果未指定，基本实体将继承在“全局”表单中定义的规则。
22. 在操作下，选择合并以执行税务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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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区域性税务自动化
区域的税务自动化规则可定义为“全局规则”、“归属地区域规则”、“实体规则”以及“实体和区域规则”。如果使用“税务自动化 - 全局”表单创建全局规则，则当您保存规则时，该规则会复制到所有归属地和实体。
如果需要，可在“归属地”或“实体”级别覆盖此全局规则。如果使用“税务自动化 - 归属地”表单创建归属地规则，则当您保存规则时，该规则会复制到所有属于该归属地的实体。如果需要，可在“实体”级别覆盖此规则。
您可以为每个帐户添加多个规则。要增强税务自动化的灵活性，您可以对创建的每个规则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不同的税务自动化规则（逻辑）。您可以创建两个或更多规则，这些规则可以都使用相同的逻辑，也可以各自使用不同的逻辑。逻辑选择包括“拉取”、“移动”、“消除”、“年度化”、“取消年度化”、“全国性调整”和“上年”。
• 选择不同的源（源帐户）。您可以为每个规则选择不同的源帐户，或者为一个或多个规则选择相同的源帐户。
• 为每个规则选择不同的方案（源方案）。
执行合并时将执行税务自动化。
要运行区域性税务自动化：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单击维选项卡，然后在数据源维下，创建存储税务自动化规则所需的数据源成员。请参阅“将税务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3.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变量。
4. 在“用户变量”选项卡上的帐户下，选择税务自动化目标帐户 - 区域性，然后单击保存。该帐户将显示在“税务自动化”表单上。
5. 从成员选择器中选择税务自动化目标帐户 - 区域性，然后单击保存。该帐户将显示在“税务自动化”表单上。
6.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配置和税务自动化 - 区域性。

注：
如果期间尚未开始，则“全局规则”屏幕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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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税务自动化 - 全局区域性”表单上，选择适当的选项卡以确定要将规则应用于的实体：
• 全局规则 --“全局”将规则应用于系统中的所有实体。
• 归属地区域规则 --“归属地”将规则应用于相应归属地中的所有实体。归属地指的是实体所在的国家/地区或管辖范围。例如，加拿大是蒙特利尔的归属地，美国是纽约的归属地（全国性级别）。
• 实体规则 --“实体”将规则应用于选定实体。
• 实体和区域规则 --“实体和区域”将规则应用于特定实体和区域，例如 Montreal

CA_Blended。
 

 

8. 可选：如果该页面为空白，则在操作下，依次选择税务自动化和显示所有帐户。此步骤为每个税务帐户添加一个新的空白规则。请参阅“将税务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9. 右键单击规则名称单元格（例如，全局规则 1）以显示弹出菜单，然后依次选择税务自动化和添加规则，为每个税务帐户创建一个附加规则。此规则创建在底部（即 后一个规则），并且选定的规则数据将复制到新创建的行中。单击保存以保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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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添加规则时，确保已在数据源维中创建了占位符成员，否则，选择“添加规则”不会创建新行。只有在定义并保存了规则 1 之后，才能添加规则 2。请参阅“将税务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10. 可选：右键单击规则名称单元格以显示菜单，然后依次选择税务自动化和删除规则，为每个帐户删除一个规则。“删除规则”操作在删除选定规则时会将列表中下方的规则整体向上移。删除第一行只会清除规则，不会删除第一行。

注：
无法从“归属地”表单中删除全局规则，也无法从“实体”表单中删除全局规则和归属地规则。

11. 可选：在禁用列下，对要从计算中排除的任何列选择禁用。默认情况下，所有基本实体都选中了启用。
例如，要用实体规则覆盖全局规则和归属地规则，请将全局规则设置为禁用，然后启用一个实体规则，以覆盖其他规则并重定向值。
 

 

12. 在逻辑下，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用于行的逻辑。您可以为针对帐户创建的每个规则选择不同的税务自动化规则。提供了以下规则：
 

 

• 拉取 - 获取源帐户的指定百分比并将其应用于目标帐户。示例：
– 拉取 50%

– 源帐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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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 (100 * 50%) = 50

• 移动 - 获取源帐户当前期间金额与源帐户上一年 后一个期间的金额之间的差异，并将该金额应用于目标帐户。示例：
– 移动 20%

– 源帐户：上一年：100；当前：150

– 目标 = ((150-100) * 20%) = 10

• 消除 - 从帐簿或任何附表中执行消除时，源帐户和源移动交叉点处的值必须等于目标帐户的“暂时性差异”中的期末余额。从附表中消除（如固定资产）：
– 示例 1：固定资产：

* 源帐户/移动 = -8110（资产和相关设施的帐簿基数减去税基数与本年移动）
* 目标帐户/移动的暂时性差异期末余额 = -8110

注：
如果“暂时性差异”中填充了目标帐户的任何其他移动，则会将其“消除”（减去），使期末余额保持源帐户/移动的值。

– 示例 2：
* 固定资产源帐户/移动 = -8110（资产和相关设施的帐簿基数减去税基数与本年移动）
* 目标帐户/移动的暂时性差异期末余额保持 -8110。
* 根据目标帐户的暂时性差异调整后的期初余额 = 1000

* 期初余额调整 1000 和损益移动合计 -9100 之间的差异仍然等于 -8110

当源数据为帐簿数据时消除：
– 未在“税务自动化”中指定源或目标移动时，源移动默认为“TB 期末”，目标移动默认为“自动 (本年)”。必须指定有效的源帐簿帐户。
– 值将显示在自动移动的暂时性差异中，且期末余额 = 源帐簿帐户值。

• 年度化 - 允许将非全年的金额年度化为全年金额。
• 取消年度化 - 允许基于规则的期间将全年的价值取消年度化为非全年金额。
• 全国性调整 - 允许调整（例如，反冲）区域性预提中的全国性永久性或暂时性差异。
• 上年 - 提供用于将上一年的数据带入预提中的功能。

注：
有关“年度化”、“取消年度化”、“全国性调整”和“上年”逻辑的详细示例，请参阅“税务自动化逻辑示例”。
有关创建组合了多个规则以执行事务的规则的示例，请参阅“使用多个规则的组合创建税务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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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百分比下，输入整数或小数点和整数的组合来表示要复制到选定实体的帐簿数据百分比。例如，对于 100%，输入 1，或者对于 50%，输入 .5。退出该单元格后，将正确显示数字。
 

 

14. 在源帐户下，选择要从中复制数据的源帐户编号。您可以为针对帐户创建的每个规则选择不同的源帐户。
 

 

15. 在源移动下，选择要用于移动数据的移动成员。
 

 

16. 从目标移动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用于移动数据的移动成员。如果未选择值，则默认为移动维选择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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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源多 GAAP 下，选择要从中提取数据的多 GAAP 成员。
 

 

18. 从目标多 GAAP 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将数据移动到的多 GAAP 成员。
 

 

19. 从源方案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从中提取数据的方案。可以为每个规则定义不同的方案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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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源方案中的数据更改不会影响基于税务自动化规则的目标方案。例如，如果定义了一个税务自动化规则用于从源 GAAP 方案拉取数据，GAAP 方案系统中的任何数据更改不会影响 STAT 方案。

20. 仅对公司内抵消，从源 ICP 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在计算公司内抵消时用作源的公司内成员。可以为每个规则定义不同的公司内源成员。
 

 

21. 单击保存。通过查看数据状态，可以看到哪些实体受到了影响。当您单击“保存”时，所有规则都会推送到基本归属地和基本实体。基本实体继承为归属地特定规则定义的规则，或者如果未指定，基本实体将继承在“全局”表单中定义的规则。
22. 在操作下，选择合并以执行税务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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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自动化逻辑示例
设置税务自动化时，可以选择要应用于帐户的逻辑。逻辑选择包括“拉取”、“移动”、“消除”、“年度化”、“取消年度化”、“全国性调整”和“上年”。
以下几个部分是“年度化”、“取消年度化”、“全国性调整”和“上年”逻辑的示例。
有关运行税务自动化的步骤，请参阅“使用全国性税务自动化”和“使用区域性税务自动化”。
年度化 - 允许将非全年的金额年度化为全年金额。
示例：
试算平衡表已加载到 P03 中，三个月（截止到 3 月 31 日）的膳食和招待费是 36,000 美元。要将全年或 12 个月的预估年化，必须将 36,000 美元的金额转换为每月金额（即 12,000），然后转换为完整的 12 个月的金额（即 144,000），如下所示：
 

 如果为期间 P1 设置了上述规则，则：
假定源帐户 (90000) 的值为 $12,000
每月期间 ($12,000/1) * 12 = $144,000
如果为期间 P3 设置了上述规则，则：
假定源帐户 (90000) 的值为 12000
每月期间 ($12,000/3) * 12 = $48,000
如果为期间 P6 设置了上述规则，则：
假定源帐户 (90000) 的值为 12000
每月期间 ($12,000/6) * 12 = $24,000
如果为期间 P12 设置了上述规则，则：
假定源帐户 (90000) 的值为 12000
每月期间 ($12,000/12) * 12 = $12,000
取消年度化 - 允许基于规则的期间将全年的价值取消年度化为非全年金额。
示例：
上年（12 个月，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膳食和招待费是 144,000 美元。要将非全年或 3 个月的预估取消年度化，必须将 144,000 美元的金额转换为每月金额（即 12,000），然后转换为 3 个月的金额（即 36,000），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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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为期间 P1 设置了上述规则，则：
假定源帐户 (Meals and Entertainment) 的值为 12,000
每月期间 ($144,000/12) * 1(期间) = $12,000
如果为期间 P3 设置了上述规则，则：
假定源帐户 (90000) 的值为 12000
每月期间 ($144,000/12) * 3 = $36,000
如果为期间 P6 设置了上述规则，则：
假定源帐户 (90000) 的值为 12000
每月期间 ($144,000/12) * 6 = $72,000
如果为期间 P9 设置了上述规则，则：
假定源帐户 (90000) 的值为 12000
Monthly periods ($144,000/12) * 9 = $108,000
如果为期间 P12 设置了上述规则，则：
假定源帐户 (90000) 的值为 12000
每月期间 ($144,000/12) * 12 = $144,000
如果是“拉取”和“年度化”，则会进行累计。
全国性调整 - 允许调整（例如，反冲）区域性预提中的全国性永久性或暂时性差异。
示例：
在金额 100,000 美元中，子部分 F 收入的本期预提中存在永久性差异。但是，伊利诺伊州不对子部分 F 收入征税，因此需要在州永久性差异帐户中反转此调整。要反转该金额，您可以应用百分比为负 100% 的全国性调整逻辑。
任意期间 $100,000 * -100% = $-100,000
有效设置 - 此逻辑对于税帐户有效。全国性调整逻辑的源帐户默认为目标帐户。对于全国性调整逻辑，源前滚处于禁用状态。
 

 如果为期间 P12 设置了上述规则，则：
假定源帐户 (Subpart F Income) 的值为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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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Perm - MACRS Fed Reversal = -$100,000
上年 - 提供用于将上一年的数据带入预提中的功能。
示例：
在上一年实际方案中，在金额 -1,000,000 美元中，免税利息的本期预提中存在永久性差异。您想将上一年的免税利息金额用作当前年份预测方案中的预估。要使用该金额，您可以应用百分比为 100% 的上年逻辑。
任意期间 -$1,000,000 * 100% = -1,000,000
默认设置 - 年份的默认值为当前年份减去 1。期间的默认值为 P12。

注：
目标帐户为源帐户。使用“上年”方法时，必须指定“源移动”。它仅适用于自动移动。
默认的源方案为目标方案。

表单验证
当您使用上年或全国性调整逻辑时，系统会针对“税务自动化”表单（全局/归属地/实体/实体区域性）执行以下验证。如果您选择的帐户或移动无效，系统会显示错误消息。
表 20-2    上年和全国性调整的表单验证
逻辑 目标帐户有效/无效选择 源帐户有效/无效选择 目标移动有效选择 源移动有效选择
上年 必须与目标税帐户相同。 目标移动必须为

<alias>
(TRCS_CySYS)。

TRCS_CurrentTax
CYTotal（默认）（不允许进行选择）。源移动必须为
<alias>
(TRCS_CurrentTa
xCYTotal)。

全国性调整 目标帐户必须为区域性永久性/暂时性帐户。
源帐户必须将
NationalAndRegi
onal 作为
TaxDataType 属性。全国性调整规则只有在区域性税帐户上设置才有效。

目标移动必须为
<alias>
(TRCS_CySYS)。

TRCS_CurrentTax
CYTotal（默认）（不允许进行选择）。源移动必须为
<alias>
(TRCS_CurrentTa
xCYTotal)。

管理多个归属地的税务自动化规则
遵循下面的说明，为多个归属地启用支持保存税务自动化规则：
1. 导航到表单设计器，展开税管理文件夹。编辑税务自动化归属地表单。
2. 根据您的需求，将管辖范围维移到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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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切换到业务规则选项卡。
4. 从选定业务规则右侧窗格中，选择合并 – 规则 - 税务自动化保存，然后单击
将其删除。
5. 滚动到业务规则左侧窗格下列表的底部。选择合并 - 规则 -
TRCS_TaxAutomationSaveMultipleDomiciles，单击

以将其添加到表单。
6. 在底部窗格中的业务规则属性下，对于合并 - 规则 -
TRCS_TaxAutomationSaveMultipleDomiciles 规则，选中保存后运行、使用表单上的成员和隐藏提示对应的框。

Note:

• 佳做法是，确保使用不同名称保存表单。
• 使用此更新的表单，可以一次为多个归属地更新税务自动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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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使用跟踪
相关主题：
使用税务自动化跟踪

使用税务自动化跟踪
相关主题：
• 了解税务自动化跟踪
• 启用税务自动化跟踪
• 访问税务自动化跟踪表单
• 使用税务自动化跟踪
• 示例：用例
• 示例：逻辑

了解税务自动化跟踪
在 Tax Reporting 中，您在“税务自动化”表单中提供纳税和源帐户之间的映射，而“本期预提”表单显示纳税帐户值。“跟踪自动化”选项为您提供了有关源数据如何从帐簿帐户移动到纳税帐户、应用的逻辑、百分比等详细信息。使用跟踪自动化，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可以为所有实体或选定实体运行税务自动化。
您还可以使用跟踪功能查看如何根据源数据来计算数据的详细信息。从“税务自动化跟踪”屏幕中，运行名为“跟踪税务自动化”的按需 (onDemand) 规则。此规则计算税务自动化金额。运行按需 (onDemand) 规则后，可以查看跟踪信息。
请注意，跟踪信息可用于合并数据。如果数据未合并，将引发错误消息。

Note:

• 仅支持拉取 (PULL)、移动 (MOVE) 和消除 (SQUEEZE) 规则。
• 税务自动化跟踪功能支持仅适用于“本期预提 - 全国性”

下图是 Tax Reporting 和跟踪流中不同阶段的图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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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 仅在本期预提表单上通过应纳税所得提供跟踪，而不是针对任何其他预提项。
• 税务自动化跟踪不适用于父交叉点。它将仅针对基本成员和税计算父实体而显示。
• 跟踪信息 多只能显示 4000 个字符。

启用税务自动化跟踪
创建 Tax Reporting 应用程序时，默认情况下启用税务自动化跟踪功能。请注意，还会自动创建税务自动化跟踪业务规则。有关业务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Tax
Reporting》中的“使用业务规则”。
为了存储跟踪，默认情况下会在 "FCCS_Total Data Source" 层次下的数据源维中添加一个新成员。此成员仅适用于“合并”多维数据集。

还可以使用以下操作菜单：
• 税务自动化跟踪表单菜单
• 税务自动化跟踪规则菜单

Chapter 21使用税务自动化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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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税务自动化跟踪表单
可以从“本期预提”表单和“税务管理”访问税务自动化跟踪表单。
要从本期预提表单访问税务自动化跟踪表单：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税预提 - 全国性和包。

2. 在表单上，选择本期预提选项卡。
3. 右键单击“本期预提”表单，并选择自动跟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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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税务管理访问此表单：
1. 转至主页。
2. 导航到库。
3. 选择税务管理文件夹。
4. 选择本期预提跟踪。

5. 此时将打开“本期预提跟踪”表单。第一列称为跟踪。它是只读的，显示税务自动化跟踪信息。

使用税务自动化跟踪
要查看跟踪信息，必须运行税务自动化跟踪规则。右键单击此选项的本期预提跟踪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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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规则将仅显示合并数据的跟踪信息。

如果数据未合并，则在运行“税务自动化跟踪”规则时将引发错误，可以在作业卡中查看详细信息。要检查合并状态，请查看“数据状态”表单。

还可以通过 Smart View 查看跟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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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Note:

• 为定义了单个或多个税务自动化规则的帐户显示跟踪信息。
• 全局、归属地和实体税务自动化规则支持跟踪。

示例：用例
假设您有餐费，并且看到本年度餐费的趋势，您注意到该帐户与上一季度相比具有高/低值，您觉得您想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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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没有税务自动化跟踪功能：
• 您将转至税务自动化表单并记下源帐户、移动、多 GAAP、公司内和方案成员
• 然后，您将需要所有剩余的维成员（数据源、管辖范围等）来查找存储在源交叉点的值
• 一旦您有了这些项，您将生成网格/表单以找到源数据并将其与目标值进行比较
• 如果您无法找到与目标匹配的源数据或源值，您将提出服务请求，寻求解决方案
但是，如果具有税务自动化跟踪功能：
• 您可以使用“自动跟踪”操作菜单导航到税务自动化跟踪表单，或者右键单击单元格以打开“本期预提跟踪”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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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跟踪表单上，您必须运行业务规则税务自动化跟踪。

• 完成后，将生成存储在源中的金额以及源 POV。
• 您现在可以在一个表单中并排比较源和目标值，即跟踪（源）与自动（目标）。
• 您可以查看跟踪详细信息，其中显示应用的逻辑、源金额百分比和源 POV。

• 如果在跟踪信息中发现任何问题，您可以转至“税务自动化”表单并更正映射。
示例：逻辑

拉取 (PULL)

Table 21-1    示例：拉取 (PULL) 逻辑
序号 跟踪信息 内容详细信息 值
1. 源值 存储在源交叉点的数据。否则为 #MI（如果没有数据） 988887.0 (PULL 5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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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1-1    (Cont.) 示例：拉取 (PULL) 逻辑
序号 跟踪信息 内容详细信息 值
2. 税务自动化规则 逻辑后跟百分比 988887.0 (PULL 5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3. 源 POV 源 POV 的选定维的成员，前 为维名称 988887.0 (PULL 5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
ng,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
CS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移动 (MOVE)

Table 21-2    示例：移动 (MOVE) 逻辑
序号 跟踪信息 内容详细信息 值
1. 源值 存储在源交叉点的数据。否则为 #MI（如果没有数据） 988887.0 (MOVE 100% - A#80001,

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G#FCCS_
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_So
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
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CS_So
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2. 税务自动化规则 逻辑后跟百分比 988887.0 (MOVE 100% - A#80001,
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G#FCCS_
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_So
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
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CS_So
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3. 源 POV 源 POV 的选定维的成员，前为维名称 988887.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_
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CS_
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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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 (SQUEEZE)

Table 21-3    示例：消除 (SQUEEZE) 逻辑
序号 跟踪信息 内容详细信息 值
1. 源值 存储在源交叉点的数据。否则为 #MI（如果没有数据） 988887.0 (MOVE 100% - A#80001,

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G#FCC
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2. 税务自动化规则 逻辑后跟百分比 988887.0 ( MOVE 100% - A#80001,
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G#FCC
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3. 源 POV 源 POV 的选定维的成员，前 为维名称 988887.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
ng,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
CS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
ng,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
CS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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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使用公司内抵消
相关主题
在税预提中执行公司内抵消

在税预提中执行公司内抵消
公司内事务发生在实体与其相关方（称为公司内伙伴 (ICP)）之间。这些事务包括按一个实体记录的收入和按另一个实体记录的费用。其他事务包括向相关所有者支付股息。
您可能希望加载包括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中发生的公司内事务的数据。在税计算中使用公司内数据时，必须按 ICP 使用税务自动化。例如，您需要使用税务自动化并选择“公司内顶层”映射税前收入。使用税务自动化创建永久性或暂时性差异（在此情况下需要抵消）时，也必须选择“公司内顶层”。因此，将自动针对本期税预提进行税前收入抵消。将抵消公司内收入和费用以及公司内股息。
在需要公司内股息的抵消的情况下，您可能希望抵消税前和税后项。在需要抵消收入和费用的情况下，您可能希望仅抵消税前金额，以便正确影响实际税率调节。
在为公司内抵消进行设置时，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 将实体设置为公司内伙伴。
• 设置公司内帐簿帐户属性值 - 请参阅“设置公司内帐户属性值”。
• 设置公司内股息税帐户。
实体多个相关实体属于同一层次级别时，将在同一基本级别进行抵消。如果实体不在层次的同一级别，则将在该层次的父代级别进行抵消。在下面的示例中，如果选定实体为 510、520 和
530，则将在基本级别 (ABCSub) 层次下报告它们。如果实体包括 500 和 520，它们不在同一层次中，则将在父代级别 (ABCEnt) 层次下报告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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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规则您需要创建用于将税前利润与公司内维分开的规则。当用户配置“源 ICP”为“公司内顶层”的任何税务自动化规则时，系统将对抵消成员运行税务自动化规则，并且它将填充可用于帐簿帐户的任何抵消属性。要查看抵消结果，必须将 POV 设置为“父代货币”以及将“合并”设置为“抵消”。
您可以为每个帐户添加多个规则，并且所有规则都从“公司内顶层”拉取数据。要增强税务自动化的灵活性，可以使用任何组合来为规则设置交叉点。例如：
• 选择不同的税务自动化规则（逻辑）。您可以创建两个或更多规则，这些规则可以都使用相同的逻辑，也可以各自使用不同的逻辑。
• 选择不同的源（源帐户）。您可以为每个规则选择不同的源帐户，或者为一个或多个规则选择相同的源帐户。
• 为每个规则选择一个源 ICP（公司内）帐户，或为一个或多个规则选择相同的源

ICP 帐户。
当用户配置“源 ICP”为“公司内顶层”的任何税务自动化规则时，系统将对抵消成员运行税务自动化规则，并且它将填充可用于帐簿帐户的任何抵消属性。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对于公司内股息，您可能希望抵消特定帐户的税前和税后项。您可以为公司内抵消 (ICP) 设置税务自动化规则，并从公司内维中选择一个源。税务自动化规则的目标是 "FCCS_No Intercompany" 成员。可以为每个规则定义不同的源公司内成员。

注：
有关公司内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公司内维”。

可以从父代级别或基本级别执行税务抵消：
• 父代级别 - 仅全局税务自动化规则用于在父代级别填充抵消数据，并且将对所有管辖范围运行全局税务自动化规则。不在区域性级别执行抵消。在抵消数据应用于所有子代（包括归属地不同于父代的子代）的情况下，将在父实体的归属地上输入一个混合税率。如果您要禁用抵消全局规则，请勿在父实体上输入税率。要在父代上输入税率，必须在实体的元数据属性中启用“允许高级别实体输入”。
• 基本级别 - 在抵消成员上执行所有税计算。亏损详细信息、税率和所有配置均存储在实体输入中；但是，在 POV 中选择了抵消成员时，不会显示它们。
执行合并时将执行税务自动化。
配置公司内帐户（例如股息）以抵消税前和税后项在要同时抵消税前和税的情况下，必须将帐户自动转为单独的税帐户（例如，帐簿调整帐户）。请参阅以下示例。
要配置公司内帐户：
1. 在 NIBT 的 TRCS_TaxAccounts 下，创建帐簿调整（例如，公司内股息）以包含公司内股息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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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新帐簿调整帐户分配 TaxCalcElim 属性：
a.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概览和维。
b. 在“维”下，单击帐户。
c. 单击编辑维属性。
d. 在自定义属性下，依次选择税数据类型和 TaxCalcElim。

 

 

3.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然后选择税务自动化。

注：
如果期间尚未开始，则“全局规则”屏幕为空白。

4. 按如下所示创建用于将税前利润与公司内维分开的税务自动化规则：
a. 创建用于源（例如，税前利润）的总金额 (100%) 的全局规则 1，并将“源 ICP”设置为“公司内顶层”
b. 创建用于从总利润中减去公司内股息的全局规则 2，并将“源 ICP”设置为“公司内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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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创建用于应用 TaxCalcElim 的全局规则 3，并将公司内股息推送到帐簿调整帐户（例如，公司内股息）。
5. 在税务自动化表单上，选择全局规则选项卡。“全局”将规则应用于系统中的所有实体。
6. 创建每个规则，并填充相应的列。右键单击规则名称单元格（例如，全局规则 1）以显示弹出菜单，然后依次选择税务自动化和添加规则，为每个税务帐户创建一个附加规则。此规则创建在底部（即 后一个规则），并且选定的规则数据将复制到新创建的行中。默认情况下，税务自动化规则设置为在抵消成员上运行。

注：
添加规则时，确保已在数据源维中创建了占位符成员，否则，选择“添加规则”不会创建新行。只有在定义并保存了规则 1 之后，才能添加规则 2。请参阅“将税务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注：
如果该页面为空白，则在操作下，依次选择税务自动化和显示所有帐户。此步骤为每个税务帐户添加一个新的空白规则。

7. 单击保存。
8.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税预提 - 全国性、包和本期预提，然后运行合并。
9. 按如下所示在“本期预提”报表上验证结果：

• 在 POV 中，选择以下项以显示实体输入和实体货币：
– 在合并下，选择实体输入
– 在货币下，选择实体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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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OV 中，选择以下项以显示转换为其父代货币的数据以及以抵消和父代货币表示的抵消：
– 在合并下，选择抵消
– 在货币下，选择父代货币
 

 

• 在 POV 中，选择以下项以显示转换为其父代货币的数据以及贡献。
– 在合并下，选择贡献
– 在货币下，选择父代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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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RTA) 自动化
相关主题
• 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 定义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规则
• 对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金额应用上年税率
• 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Tax Reporting 提供了对上年预提金额进行校准的功能。税预提自动填充在表单中。可以在应用程序中手动输入或加载返回数据。
系统在期间 13 或 P13 (RTA) 中处理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应用程序允许分析多个年份并将校准推送到当前期间中。对输入表进行任何数据更改后都需要执行合并来确定所得税的当前期间预提中所需的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例如，本期预提、递延预提，等等）。计算得出的金额将根据“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中的配置作为附加的预提项流动到目标财政年度和目标期间的本期预提，并流动到“暂时性差异”表单，其中，系统默认设置假定所有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仅会影响递延税额费用。有关设置的其他信息，请参阅“定义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规则”。

注：
如果要对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金额使用上年税率，请参阅“对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金额应用上年税率”。

可以根据实体在不同季度内计算并入帐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例如，在某个日历年内，加拿大实体可以将调整记录在 Q3 中，而在美国，实体可以将其记录在 Q4 中。因此，只有当用户填充了数据，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设置了目标期间和财政年度并合并了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期间和年份以及要将调整推送到的目标期间和年份时，系统才会设置为计算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差异。
此表单包含以下前滚成员：
表 23-1    全国性暂时性差异
类别 子类别 说明
P12 自动 在 POV 中指定的年份的预提中自动生成的金额。

调整 在 POV 中指定的年份的预提中手动输入的金额。
合计 “自动”和“调整”的和。（预提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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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续） 全国性暂时性差异
类别 子类别 说明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自动 在 POV 中指定的年份的申报中自动生成的金额。

调整 在 POV 中指定的年份的申报中手动输入的金额。
合计 来自申报的“自动”和“调整”的和。（申报合计）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差异 预提合计与申报合计之间的差异
在计算时，流动到本期预提的金额是帐户“本期税申报/按申报的本期税”中的金额。当计算到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上的暂时性差异前滚中的列时，暂时性差异的差异会自动流动。
要输入调整：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税预提 - 全国性和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2. 根据需要将调整金额输入为帐户余额。
3. 单击保存。
4. 在表单上，在操作下选择合并，然后单击启动。

定义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规则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RTA) 计算上一年预提与所提交的税申报之间的差异。
可以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屏幕来定义用于复制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的规则。您可以输入用于复制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余额的源和目标方案以及报告标准成员。

注：
要定义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规则，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安全权限。

开始之前，为了可以推送调整，必须执行以下任务：
• 必须完成申报年份的“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表单。
• 必须合并申报年份的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期间。请参阅“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 申报年份中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期间的数据状态应为正常。
要定义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规则：
1. 从主页中，选择应用程序，然后单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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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
 

 

3. 可选：单击  来修改为其配置了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的 POV，然后单击应用。
4. 从推送期间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将每个管辖范围的申报调整推送到的期间。
5. 从申报年份 1、申报年份 2 和申报年份 3 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从中拉取调整的先前申报年份。例如，您可能希望将 FY15 和 FY16 的申报调整推送到 FY17 的 P10。您 多可以将三个之前年份的申报调整推送到同一个目标预提年份。
6. 单击保存。
7. 从税预提 - 全国性中，选择数据状态。合并之前，推送期间和年份的状态显示为受影响。
8. 合并您已为其修改了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的每个方案、年份和期间。必须合并推送期间和年份，才能从申报年份拉取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9. 从税预提 - 全国性中，选择数据状态。合并后，推送期间和年份的状态将显示为正常。
10. 查看以下任一表单，确认是否在 (RTADO)“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仅限递延）”列中正确推送了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 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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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税额
对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金额应用上年税率

默认情况下，使用本年税率计算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RTA) 金额。如果要对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金额使用上年税率，可以在移动维上设置一个名为 ApplyTaxReturnRate 的属性。

注：
系统在期间 13 或 P13 (RTA) 中处理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要使用上年税率来计算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在维下，选择移动。
3. 在 FCCS_Movements 下，展开 FCCS_ClosingBalance，然后导航到

TRCS_RTADO（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仅限递延））：
 

 

4. 在操作下，依次选择编辑和属性值选项卡。
5. 在可用属性值列下，展开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上年税率，然后选择

ApplyTaxReturnRate。单击添加以将其移到分配的属性值列。
6. 在维选项卡上，单击刷新数据库图标。

注：
必须设置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规则，才能推送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请参阅“定义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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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每当在系统中将永久或临时帐户设置为权益冲销时，它们通常在税计算过程中包含在本期总税费用中。为了克服这个问题， 终用户需要进行手动调整，以便从本期总税费用中排除标记为权益冲销的永久或临时帐户。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RTA) 划分功能附带有新的元数据，可自动从标记为权益冲销目标帐户的所有永久和临时帐户拉取数据。这样可帮助用户避免在本期预提表单中进行任何手动调整。

Note:

如果您之前在创建应用程序时/之后进行了任何手动调整以启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则必须确保将其删除，否则将导致数据翻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使用 RTA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启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您可以在创建应用程序时或在创建应用程序后启用此功能。
要在创建应用程序时启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1. 创建 Tax Reporting Cloud Service 应用程序。请参阅“创建应用程序”。
2. 单击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旁边的启用复选框。
3. 查看“创建应用程序”屏幕。

要在创建应用程序后启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
2. 在配置屏幕上，单击启用功能。
3. 选中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旁边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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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系统显示消息说明功能已启用时，单击确定。
5. 注销后重新登录以查看启用的功能。
另请参阅：启用应用程序功能

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1. 在不启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功能的情况下创建 TRCS 应用程序。请参阅“创建应用程序”。
2. 导航到应用程序->配置→启用功能。选择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并单击启用。请参阅“启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注意创建的新元数据：

TRCS_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
TRCS_CurrentTaxExpenseEquityRTAReversal、
TRCS_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Shared)、
TRCS_R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
TRCS_RCurrentTaxExpenseEquityRTAReversal 和
TRCS_R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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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在“本期预提 - 全国性”下，计算的其他本期预提层次具有新的子代成员。以下成员存在于计算的其他本期预提层次中：
– TRCS_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

– TRCS_CurrentAddtlCalcRTA

– TRCS_CurrentTaxExpenseEquityRTAReversal。

• 在“本期预提 - 区域性”下，“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层次具有新的子代成员。以下成员存在于“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层次中：
– TRCS_R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

– TRCS_RCurrentAddtlCalcRTA

– TRCS_RCurrentTaxExpenseEquityRTARe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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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观看视频详细了解 Tax Reporting：介绍：在 Tax Reporting 中使用元数据
Table 23-2    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操作 结果
• 导航到维编辑器，搜索帐户

TempStockComp 并附加属性
TRCS_CurrentAddtlCalcStockCompRTA• 请参阅“查看和编辑维”

• 执行刷新数据库。
• 导航到“税率”表单，对于实际 FY16

P12,P13,FLE201,CA 和实际 FY17
P1,FLE201,CA，输入税率为 20%。

• 同样，对于实际 FY16
P12,P13,FLE201,CA_Blended 和实际
FY17 P1,FLE201,CA_Blended，输入税率为 30%。

• 设置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自动化，且推送期间为 P1，推送年份为 FY17。
• 导航到本期预提，对于实际 FY16 P12，在

NIBT 中输入 10,000，为股票报酬输入
5000。

• 同样，选择实际 FY16 P13，并在 NIBT 进行调整，值为 50000。在实际 FY16 P13运行合并。

• 导航到“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表单。股票报酬的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差异为 -5000。
(P13- P12)• 每次申报的本期税费用应为 7000

• 导航到“本期预提”表单
• 展开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合计

请注意：•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权益冲销值为 1000(5000*0.2)
•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为 7000
•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合计为

8000
导航到“实际税率”表单。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合计为 8000
导航到“纳税帐户前滚”表单。 在自动合计中，您看到所得税应付款为

-7000，权益冲销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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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3-2    (Cont.) 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操作 结果
• 导航到“本期预提”表单
• 展开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合计。

请注意：•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权益冲销值为 1000(5000*0.2)
•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为 7000
•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合计为

8000

导航到“实际税率 - 区域性”表单。 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合计为 12000

导航到“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表单。 在自动合计中，所得税应付款为 -10500，权益冲销为 -1500

现在，对永久帐户执行相同步骤：
1. 导航到维编辑器，搜索永久帐户 (PermEquity)。

2. 附加属性“税”和“全国性”。
3. 在 TRCS_CurrentAddtlMTotal 下共享此成员。
4. 编辑任何永久帐户并附加属性 PermEquity，然后执行刷新数据库。
5. 对于实际 FY16 P12，针对扣减输入了一些数据，例如 3000。
6. 为实际 FY16 P13 和实际 FY17 P1 运行合并。
7. 导航到“本期预提 - 全国性”。
8. 确保“本期税费用”值是税后永久和临时帐户之和。请注意，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本期税费用权益冲销值为 1000(5000*0.2) + 600(3000*0.2)=1600

第 23 章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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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您可以为“区域性”创建单独帐户，并执行相同步骤。

用例示例
在下面的示例中，您已设置（股票报酬）作为权益冲销目标帐户。

已同时为全国性和区域性设置权益冲销类型，因此该临时帐户对这两者都有效。

请注意，股票报酬是临时帐户。
• 对于实际 FY16 P12，具有以下值：

– 税前净收入 (NIBT)，调整列显示：10,000

– 股票报酬：5000

• 对于实际 FY16 P13 (RTA)，具有以下值：
– 税前净收入 (NIBT)，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50,000

– 税前净收入 (NIBT)，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差异 (RTA(P13) – P12)：40,000

第 23 章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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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税费用计算过程中，还包括股票报酬（值：5000）（即 40000-5000=35000）。

注意下面屏幕截图中的以下值：
• 应纳税所得，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差异= RTA (P13) – P12：40000-5000=35000

• 应纳税所得的本期税额，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差异：35000*20 (当前年份税率)/100=7000

现在，为了解释这一情况，您需要手动调整 1000 (5000*20/100)，如下面屏幕截图所示。

第 23 章使用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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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一旦您启用了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划分，则不需要进行任何调整，因为将自动拉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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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使用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
相关主题
• 设置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
• 添加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

设置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
合并多维数据集用于报告预提，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用于收集和整理按国家/地区报告报表的数据并从合并多维数据集拉取数据。
由于数据位于两个不同的多维数据集中，因此对合并多维数据集进行的任何更改都必须传输到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必须通过设置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在合并多维数据集和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之间自动移动数据。每当在合并多维数据集中输入数据或者更改维或成员时，如果执行合并和刷新数据库，则会自动在正确源 POV 和选定目标帐户中的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中提取更改。结果将在按国家/地区报告的“表 1 数据输入”表单上更新。可以通过在“数据状态 - 按国家/地区报告”表单检查计算状态来验证更新。

注：
只有在 初创建应用程序期间或者之后启用了按国家/地区报告，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才可用。

要映射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然后选择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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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中，依次选择操作、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和显示所有帐户。将显示填充了信息的屏幕。
 

 

3. 在源多维数据集（合并或按国家/地区报告）与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中的目标帐户之间创建映射，如下所示：
• 在规则下 - 仅支持全局规则。如果需要，可以添加其他全局规则。
• 在禁用列下，选择启用。

注：
启用规则后，将对目标帐户执行该规则。您可以根据需要禁用规则或者重新启用规则以使用它们。例如，可以针对特定期间或方案禁用规则。禁用的规则会在结转流程中进行结转。如果需要执行禁用的规则，可以启用它们。例如，可以在年末禁用某个规则，然后在下一年启用该规则。

• 逻辑 - 拉取是唯一可用选项
• 百分比 - 输入介于 -100% 和 100% 之间的选定百分比。对于值 100%，输入

1。要输入小于 100% 的值，请输入带小数点的值，例如，输入 .75 将显示
75%。

• 源多维数据集是合并或按国家/地区报告。您可以选择“合并”或“按国家/地区报告”。源多维数据集用于提供以下项：
– 源帐户
– 源 ICP

– 源数据源
– 源移动

• 源帐户 - 选择所需的源帐户。
• 可选：源 ICP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公司内选项：

– 公司内实体
– 非公司内
如果在创建映射时将该字段保留为空，则合并期间该选项将默认视为“非公司内”。

• 源数据源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数据源帐户。如果未指定“源数据源”，则默认值如下：

第 24 章设置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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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税帐户 - 源数据源 - TRCS_Tax

– 对于非税帐户 - 源数据源 - TRCS_SourcePreTax

• 可选： 源移动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移动：
– 调整
– 自动
– 帐簿期末
– 期末帐簿基数与税基数之间的差
– 合计
– 试算平衡表结算
如果未指定“源移动”，则默认值如下：
– 对于税帐户 - 源移动 - TRCS_CY

– 对于非税帐户 - 源移动 - TRCS_TBClosing

4. 单击保存。如果存在任何验证错误，则受影响的字段将以红色显示。更正错误，然后单击保存。

注：
在以下情况下将影响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中实体的数据状态：
• 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中的那些实体存在数据，并存在自动化规则，且源多维数据集为按国家/地区报告
• 合并多维数据集中的那些实体存在数据，并存在自动化规则，且源多维数据集为合并

5. 在操作下，选择合并。
6.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按国家/地区报告、数据输入、表 1 选项卡和表 1 数据输入。此时将显示“源帐户”值。
7. 在操作下，选择合并按国家/地区报告。结果将显示在“表 1 数据输入”上映射的数据行中的自动部分。查看结果以确保可从映射的帐户拉取数据。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将在按国家/地区报告合并中执行。
8. 完成合并后，从主页中，依次单击按国家/地区报告和数据状态。
9. 在计算状态下，验证合并期间的数据状态是否为“正常”。如果任何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设置为从合并多维数据集提供数据，然后合并预提（合并多维数据集）将合并的 POV 的按国家/地区报告数据状态更改为“受影响”。

添加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
数据源维用于创建成员来存储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创建应用程序时会生成一个全局规则，并将它存储数据源维中，即导航器中“维”下的 TRCS_CbCR_Global Rules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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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您可以添加其他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必须先在数据源维下创建新的规则成员，然后才能将它们加载到关联的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表单中。对于可以创建的其他规则成员的数量没有限制。

注：
规则按其在层次中的位置顺序执行。

要创建新规则：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然后选择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
2. 突出显示包含要复制的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的行，单击操作，选择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然后单击添加规则。

 

 

3. 在添加的规则中，编辑新规则，然后单击保存。
4.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按国家/地区报告和数据状态。在计算状态下，验证选定期间的结果。
5. 在操作下，选择合并。
6. 要添加其他规则，请参阅“将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添加到数据源维”

第 24 章添加按国家/地区报告自动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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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使用“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全国性和区域性）
相关主题
• 启用“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
• 为“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创建映射
• 在“本期应纳税额 - 已自动化”表单中添加和删除列
• 管理“本期应纳税额详细信息”表单

启用“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启用“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
1. 在创建应用程序时，选中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 > 启用旁边的复选框。

2. 在创建应用程序后，导航到 Tax Reporting – 启用功能屏幕。选择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然后单击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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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创建映射
要为“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创建映射：
1. 导航到“配置”窗口（主页 -> 应用程序 -> 配置）。启用“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功能时，将显示一个名为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的新条目。

2. 单击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此时将显示两个新表单：
• 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 (全国性)

• 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 (区域性)

Chapter 25为“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创建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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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您必须在 TRCS_CURRENTPAYABLES 和 TRCS_RCURRENTPAYABLES下创建子代成员，否则表单将为只读，并且用户将无法创建任何映射。
• 如果要将 TRCS_CURRENTPAYABLES 和 TRCS_RCURRENTPAYABLES的子代成员用于“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则还必须使其适用于“配置”多维数据集。为此，在 TRCS_CURRENTPAYABLES 和

TRCS_RCURRENTPAYABLES 下创建子成员时，必须同时选择控制台和配置多维数据集。
3. 单击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以创建“本期应纳税额 (全国性)”的映射。您在此处为任何移动成员（本年损益费用 - 已自动化、本年其他综合收益/权益 - 已自动化、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损益) - 已自动化）输入的值将级联到“本期应纳税额 - 已自动化”表单列（本年损益费用

- 已自动化、本年其他综合收益/权益 - 已自动化和申报与预提差异调整 (损益) - 已自动化）。请参阅 《使用 Tax Reporting》 中“管理“本期应纳税额 - 已自动化”和“本期应纳税额
- 详细信息”表单”和“管理“本期应纳税额 - 区域性 - 已自动化”和“本期应纳税额 - 区域性详细信息”表单”下的访问自动化表单。

4. 输入必填值：
a. 指定源帐户。
b. 指定排除帐户的值（例如，如果要排除父帐户的任何子代成员。）
c. 为切换符号指定是或否，具体取决于是应付帐款还是退款

Note:

只能输入成员名称，不能输入别名。如果用户必须包含多个名称，则必须用逗号分隔并用双引号将名称括起来。

Chapter 25为“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创建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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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5-1    为“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 (全国性)”创建映射
选项 说明
用于创建映射的必填字段 (*) • 源帐户

• 切换符号（是或否为有效值）
函数 所有列都不支持函数
多个值 用户只能在“源帐户”和“排除帐户”列中输入用逗号分隔并用双引号括起来的多个值。

5. 同样，单击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 (区域性) 表单以为“本期应纳税额 - 区域性”创建映射。

请注意，“源帐户”、“排除帐户”和“切换符号”类似于为“全国性”帐户创建的映射，但“包含管辖范围”和“排除管辖范围”列除外。如果不指定要包含或排除的管辖范围，默认情况下将选择所有区域管辖范围 (TRCS_AllRegional)。有关管辖范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管辖范围和实体”。
Table 25-2    为“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 (区域性)”创建映射
选项 说明
用于创建映射的必填字段 (*) • 源帐户

• 切换符号（是或否为有效值）
函数 “包含管辖范围”和“排除管辖范围”支持

Lvl0Descendants 函数
Example:1
Lvl0Descendants("US_Regions") ** 支持将一个 CTP 用于所有管辖范围和单个管辖范围示例 2：
US_PA 支持将单个 CTP 用于 US_PA。
Example:3
US_CA (CTP_CA Account)
Lvl0Descendants("US_Regions"), Exclude
US_CA( CTP_US Regions Account)

多个值 用户可以在“源帐户”、“排除帐户”、“包含管辖范围”和“排除管辖范围”中输入多个值。多个值应该用逗号分隔，并用双引号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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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您创建的所有“本期应纳税额 - 自动化”映射都保存在“配置”多维数据集中。
• 请参阅《使用 Tax Reporting》中的以下内容：
• – 使用“本期应纳税额”表单

– 使用“本期应纳税额 - 区域性”表单

在“本期应纳税额 - 已自动化”表单中添加和删除列
添加新的移动成员时，它会自动反映在“本期应纳税额 - 已自动化”表单中。
要在“本期应纳税额 - 已自动化”表单中添加/删除列：
1. 在移动维的 TRCS_DetailMvmts_Subtotal 层次下添加新成员。另请参阅“使用简化的维编辑器处理维”。

2. 新移动成员及其子代已添加，如下图所示。

Chapter 25在“本期应纳税额 - 已自动化”表单中添加和删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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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注意，新添加的成员将自动反映在“本期应纳税额 - 已自动化”表单中，如下图所示。

Note:

• 操作步骤与为“本期应纳税额 - 区域性 - 已自动化”表单添加列相同。
• 要删除不需要的列，请从移动维的 TRCS_DetailMvmts_Subtotal 层次中将其删除。

管理“本期应纳税额详细信息”表单
如果要更改列的顺序，或者要在本期应纳税额详细信息表单中添加其他列：
1. 转至导航器。
2. 选择表单。
3. 导航到纳税帐户前滚。
4. 选择“本期应纳税额详细信息”（对于全国性）和“本期应纳税额 - 区域性详细信息”（对于区域性）。

Chapter 25管理“本期应纳税额详细信息”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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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布局。
6. 滚动到左侧，然后找到历史年份列。

7.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添加列，以将新创建的成员添加到“历史年份”列之前。

Note:

同样，您可以删除、编辑或移动列。此功能对于全国性和区域性来说都是类似的。

Chapter 25管理“本期应纳税额详细信息”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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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使用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
相关主题
• 配置“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报表
• 为“总帐”列创建元数据
• 为纳税帐户前滚付款和退款移动成员设置数据源
• 生成默认映射
• 生成自定义映射
• 将纳税帐户前滚帐户归类为境内或境外
• 更新纳税帐户前滚表单验证成员公式
• 生成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结转

配置“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报表
现成可用的“纳税帐户前滚”和“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报表仍可供不需要附加列的客户使用；但是，一些具有不同的总帐帐户结构的公司可能要在“纳税帐户前滚”和“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报表中使用附加列。Tax Reporting 允许配置自定义的“纳税帐户前滚 (TAR)”和“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报表，以便公司可以在此报表中添加列以反映公司的总帐会计科目表。
您可以创建新帐户以在列中生成新的“总帐”帐户，并且移动将映射到适当的全国性或区域性成员。在合并时，“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报表中的结果会自动链接到“本期预提”、“纳税帐户前滚”和“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报表。
可自定义的纳税帐户前滚包含整个现成可用的纳税帐户前滚列以及默认的数据映射。以下步骤用于自定义“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报表：
• 通过维库为“总帐”列添加适当的元数据。
• 创建默认映射。
• 创建自定义映射。
• 添加递延税期末余额成员的成员公式，以验证递延税额连续性是否与纳税帐户前滚一致。
• 将帐户和管辖范围中的自定义属性归类为境内或境外。
• 根据需要执行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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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帐”列创建元数据
对于要添加到“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表单的每个新“总帐”列，需要为维库中的列添加元数据帐户，然后将本期费用和递延费用中的数据映射到这些新列。必须在 TRCS_TARFAccounts 层次下创建新成员（付款和退款除外）。
对于付款和退款移动成员，必须编辑“纳税帐户前滚 - 全国性”和“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表单以将数据源成员设置为 "TRS_TARF_Calc" 而不是 "TRCS_TARF_Input"。请参阅“为纳税帐户前滚付款和退款移动成员设置数据源”。
要添加新的“总帐”列：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导航器  和维。
2. 在“维”选项卡上，从维下拉列表中选择帐户。
3. 展开帐户层次，在 TRCS_OtherTaxAccounts 下，展开 TRCS_TARFAccounts。
4. 选择要为其创建新的“总帐”列的帐户。
5. 单击“添加同级” 。
6. 在维对话框的成员属性选项卡上，为新成员填写详细信息，包括以下必填字段：

• 在名称下，输入新成员的名称。例如 FinanceCostDetails。
• 输入成员别名。例如 Finance Cost。
• 在数据存储下，选择从不共享。必须进行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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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根据需要为帐户添加更多成员。
8. 单击“刷新数据库” 。新列将添加到“纳税帐户前滚”和“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报表。
9. 从主页中：

• 对于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选择应用程序 -> 配置 -> 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表单。此时将打开“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表单。您可以在纳税帐户前滚报表上查看新帐户。
• 对于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选择应用程序 -> 配置 -> 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表单。此时将打开“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表单。选择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选项卡。您可以在“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报表上查看新帐户。

10. 生成默认映射。
为纳税帐户前滚付款和退款移动成员设置数据源

在“纳税帐户前滚 - 全国性”和“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表单中，付款和退款移动成员的数据源设置为 TRCS_TARF_Input。在“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表单中，目标数据源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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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CS_TARF_Calc"。为了确保付款和退款的数据显示在表单上且正确进行计算，必须编辑“纳税帐户前滚 - 全国性”和“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表单以将数据源成员设置为
"TRCS_TARF_Calc" 而不是 "TRCS_TARF_Input"。
合并后，数据将正确拉取到“纳税帐户前滚”表单上的付款和退款中。
要为付款和退款移动成员编辑数据源成员：
1. 从主页中，单击导航器 ，然后在创建和管理下选择表单。
2. 在表单和文件夹下，展开库，然后选择纳税帐户前滚。
3. 在表单和即席网格管理下，选择适当的表单：

• 纳税帐户前滚（全国性）
• 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

4. 单击“编辑” ，然后选择布局选项卡。
5. 在属性维下，将行 Descendants(TRCS_TARFPaymentsRefunds) 的数据源成员从 TRCS_TARF_Input 更改为 TRCS_TARF_Calc。

 

 

6. 单击保存。
7. 依次选择操作和合并。
8. 在纳税帐户前滚选项卡上，查看付款和退款以确保数据正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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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要从“本期应纳税额”表单映射“纳税帐户前滚”表单中的付款/退款，您必须更改付款和退款移动成员的数据源。

生成默认映射
要生成默认映射：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
2. 在“配置”屏幕上，选择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

注：
要处理“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必须从“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屏幕选择“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选项卡。请参阅“生成默认映射”

该 UI 首次显示时为空。
3. 设置首选项以在“将成员标签显示为”下显示维成员。请参阅“设置常规首选项”。
4. 在“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或“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表单上，单击 POV 中的帐户以打开“选择成员”对话框，并选择所需的 POV：

• 帐户维 - 可以为 POV 选择多个帐户。

注：
尽管对可以选择的帐户数没有限制，但选择的帐户越多，对处理时间的影响越大。

• 方案、年份和期间维 - 对于每个维，只能选择一个成员。
系统会验证 POV 选择，在以下情况下会显示错误：
• 如果选定成员不是纳税帐户前滚帐户的子代
• 如果选定成员不是基本成员
• 如果选定成员添加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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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在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表单上查看默认映射，请从操作中选择生成/覆盖默认映射。

注：
此选项仅适用于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不适用于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

默认映射显示成员名称或别名的选定格式。系统会为以下项生成默认映射：
• 所有 0 级纳税帐户前滚帐户的默认映射，而不仅仅是当前选定帐户的默认映射，因此，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 全国性和区域性，针对选定方案、年份和期间

注：
期末余额 (按帐簿) (b) 行在“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表单中是只读的，但可以使用无管辖范围行从“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编辑此项。

6. 继续生成自定义映射。
生成自定义映射

您可以通过“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UI 将预提数据映射到添加并用于表示公司税务总帐帐户结构的新帐户（即列）。映射数据时，必须定义纳税帐户前滚帐户（即列）和移动（即行）来映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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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UI 允许在映射过程中一次显示多个帐户。这样，用户可以映射日记帐分录的两项。例如，您可以在同一 UI 中查看本期税费用和本期应纳税额详细信息。从预提映射数据时，这很有用。
要选择适当的源帐户：全国性或区域性，必须至少选择一个。对于选择的每个帐户，向右滚动可查看同一组列。
要添加详细信息帐户：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
2. 在“配置”屏幕上，选择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

注：
要处理“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必须从“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屏幕选择“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选项卡。请参阅“生成默认映射”

该 UI 首次显示时为空。
3. 在“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UI 上，从 POV 中选择所需的 POV：

• 帐户维 - 可以为 POV 选择多个帐户。

注：
尽管对可以选择的帐户数没有限制，但选择的帐户越多，对处理时间的影响越大。

• 方案、年份和期间维 - 对于每个维，只能选择一个成员。
系统会验证 POV 选择，存在以下情况时会显示错误：
• 如果选定成员不是纳税帐户前滚帐户的子代
• 如果选定成员不是基本成员
• 如果选定成员添加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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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每个必需字段的单元格以打开成员选择器，然后为每列选择适当的成员。
表 26-1    “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字段
映射 列名 说明 必需
无管辖范围 源帐户 - 全国性 选择全国性源帐户的每个成员的名称。必须选择全国性源帐户才能执行合并。 是

排除帐户 - 全国性 选择要从“纳税帐户前滚”表单上的全国性父帐户中排除以在合并期间平衡分录的详细信息帐户的成员名称。
否

区域性帐户 源帐户 - 区域性 选择每个区域性源帐户的每个成员的名称。必须选择区域性源帐户才能执行合并。 是
排除帐户 - 区域性 选择要从“纳税帐户前滚”表单上的区域性父帐户中排除以在合并期间平衡分录的详细信息帐户的成员名称。

否

全国性/区域性 数据源 选择数据源的成员名称。 是
全国性/区域性 移动 选择移动源的成员名称。 是
全国性/区域性 公司内 选择公司内源的成员名称。

注：
这仅适用于纳税帐户前滚帐簿余额，不适用于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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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续） “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字段
映射 列名 说明 必需
全国性/区域性 切换符号 如果源自本期预提的数据的符号为 +/正，则单击切换符号复选框可将该符号切换为 -/负以推送分录的资产负债表项。

如果源自递延税项前滚本期预提的数据的符号为 +/正，则清除切换符号复选框可将该符号切换为 -/负以推送分录的递延费用项。

否默认值为“否”。

5. 单击保存。滚动到右侧可查看每个选定帐户的必需列。系统会验证单元格，存在验证错误的任何行将会突出显示，如下所示：
• 对于全国性映射，如果选择了“源帐户 - 全国性”，必须选择“数据源”和“移动”。
• 对于区域性映射，如果选择了“源帐户 - 区域性”，必须选择“数据源”和“移动”。
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的自定义映射
 

 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的自定义映射

注：
如果您使用库中的“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或“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表单来生成自定义映射，则它仅支持成员名称。

6.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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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主页中，选择税预提 - 全国性或税预提 - 区域性，再选择包，然后单击纳税帐户前滚或纳税帐户前滚 - 区域性。
8. 在操作下，选择合并。将显示详细移动。

将纳税帐户前滚帐户归类为境内或境外
您可以将新创建的纳税帐户前滚帐户设置为按境内或境外进行计算。以下自定义属性在帐户和管辖范围维中创建，以区分境外和境内实体：
• TAR_Domestic

• TAR_Foreign

在 TRCS_TARF 帐户层次下创建新成员时：
• 如果需要明确针对境内区域进行计算，则必须将 "TAR_Domestic" UDA 附加到创建的帐户成员。
• 如果未附加任何属性，则新创建的成员适用于境内和境外实体。
在合并实体过程中，根据其所属的管辖范围，以及境内或境外分类，将仅拉取
TARF_Accounts 值。例如，如果您要合并境内 POV，但未将任何纳税帐户前滚帐户分配为境内，则在合并后，“纳税帐户前滚”表单将不显示新帐户中的任何值。
要将详细信息帐户归类为境内或境外：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导航器  和维。
2. 在“维”选项卡上的维下，选择管辖范围。
3. 在 TRCS_Total Jurisdiction 下，展开管辖范围层次。您可以在以下项下查看可用管辖范围：

• TRCS_No Jurisdiction(Shared)

• TRCS_AllNational

• TRCS_AllRegional

4. 要将管辖范围设置为境内：
a. 展开选定层次，选择管辖范围，然后单击编辑。
b. 在“编辑成员”屏幕上，选择属性值选项卡。
c. 在“可用属性值”下，展开纳税帐户前滚管辖范围分类。
d. 选择 TAR_Domestic，然后单击添加以添加境内属性。
e. 单击刷新数据库。
默认情况下，未明确设置为“境内”的任何成员都视为“境外”。

5. 在“维”选项卡上的维下，选择帐户。
6. 在 TRCS_OtherTaxAccounts 下，将层次展开到 TRCS_TARFAccounts，然后选择新创建的帐户。
7. 要将新创建的帐户设置为境内：

a. 展开选定层次，选择帐户，然后单击编辑。
b. 在“编辑成员”屏幕上，选择属性值选项卡。
c. 在“可用属性值”下，展开纳税帐户前滚帐户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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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择 TAR_Domestic，然后单击添加以添加境内属性。
e. 单击刷新数据库。

8. 在“维”选项卡上的维下，选择实体。
9. 展开 FCCS_Total Geography 层次。
10. 在“可用属性值”下，展开纳税帐户前滚管辖范围。
11. 可选：选择 TAR_Domestic 以将管辖范围设置为“境内”。未附加 TAR_Domestic 属性的任何成员都自动视为“境外”。如果没有为任何成员附加 TAR_Domestic 属性，则它们同时视为“境外”和“境内”。

更新纳税帐户前滚表单验证成员公式
如果某个列已添加到纳税帐户前滚报表，您需要更新纳税帐户前滚表单来添加该列。期末余额
(c) 应等于期初余额 (a)。
要使用验证表单公式更新纳税帐户前滚表单：
1. 从主页中，单击导航器图标 ，然后在创建和管理下单击维。
2. 在“维”选项卡上的维下，选择移动维。
3. 展开 TRCS_System Validations，然后选择 TRCS_TARValidations。

 

 

4. 更新公式时请遵循以下示例。示例：为纳税帐户前滚表单中的 PensionNCA 列添加递延税额期末余额 (c)。
如果是 PensionNCA，根据要求创建 ELSEIF 条件：
"ELSEIF(@ISMBR("PensionNCA"))
"<Source Temp diff Account"->"FCCS_ClosingBalance"-
>"TRCS_NonCurrentAssets";"
完整公式：
@CALCMODE(BOTTOMUP);
IF(@ISMBR("TRCS_TARF_Calc"))
IF(@ISIDESC("TRCS_AllNational"))
IF(@ISMBR("TRCS_TARFDeferredNonCurrentAssets") )
"TRCS_NDefTaxNetVA"->"FCCS_ClosingBalance"->"TRCS_NonCurrent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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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IF(@ISMBR("PensionNCA"))
"Pension"->"FCCS_ClosingBalance"->"TRCS_NonCurrentAssets";
ELSEIF(@ISMBR("TRCS_TARFDeferredNonCurrentLiabilities"))
"TRCS_NDefTaxNetVA"->"FCCS_ClosingBalance"-
>"TRCS_NonCurrentLiabilities";
ELSEIF(@ISMBR("TRCS_TARFDeferredVANonCurrent"))
"TRCS_VATotal"->"FCCS_ClosingBalance"->"TRCS_Tax";
ENDIF
ELSEIF(@ISIDESC("TRCS_AllRegional"))
IF(@ISMBR("TRCS_TARFDeferredNonCurrentAssets") )
"TRCS_RDefTaxNetVA"->"FCCS_ClosingBalance"->"TRCS_NonCurrentAssets";
ELSEIF(@ISMBR("TRCS_TARFDeferredNonCurrentLiabilities"))
"TRCS_RDefTaxNetVA"->"FCCS_ClosingBalance"-
>"TRCS_NonCurrentLiabilities";
ELSEIF(@ISMBR("TRCS_TARFDeferredVANonCurrent"))
"[TRCS_RDefTaxNatTotal].[TRCS_RVATotal]"->"FCCS_ClosingBalance"-
>"TRCS_Tax";
ENDIF
ENDIF

5. 更新成员公式后，单击验证以确保没有错误。
6. 单击保存。
7. 在操作下，选择刷新数据库。

提示：
如果您在添加多个验证条件后出现性能降低，则考虑限制验证条件数。

生成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结转
要将报表结转到下一个期间，可运行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结转以将上年 后一个期间的规则复制到选定 POV。结转是针对所有 0 级纳税帐户前滚帐户运行的，而不仅仅是针对 POV 中指定的帐户运行的。
要生成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结转：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
2. 在“配置”屏幕上，选择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
3. 在“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表单上，为结转期间选择 POV。不会显示任何映射。
4. 从“配置”屏幕中，选择结转。
5. 在“结转”屏幕上，选择方案、年份和期间。
6. 选择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规则，然后单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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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这甚至将结转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帐簿余额规则。

7. 在“配置”屏幕上，选择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
8. 在操作下，依次选择纳税帐户前滚自动化和显示所有移动。上一年 后一个期间的值现在显示在选定的 POV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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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使用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年份
税损失/抵免流程用于捕获税损失/税抵免的详细构成，其中包括产生年份和对应的到期年份。该流程与本期预提和暂时性差异前滚集成。税产生年份在包括当前年份和 20 个以前年份的行中进行维护，并且一个类别用于历史年份，其包含 21+ 年前产生的损失/抵免。
通过“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年份”，用户可以按到期年份查看税损失/税抵免计划的期末结转详细信息。另请参阅《使用 Tax Reporting》中的“管理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年份”。

启用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年份
要启用该功能：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
2. 在配置屏幕上，单击启用功能。
3. 选中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年份的启用旁边的复选框。
4. 当系统显示消息说明功能已启用时，单击确定。
5. 注销后重新登录以查看启用的功能。另请参阅：启用应用程序功能

启用此功能时，随同新的到期表单，它还会创建操作菜单项，用于启动“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表单。另请参阅：《使用 Tax Reporting》中的“访问税损失/税抵免到期表单”。
设置元数据

启用“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年份”功能时，将创建数据源维中的 TRCS_TotalCarryForward 层次。另请参阅：启用税损失/税抵免 - 按到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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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CS_TotalCarryforward 层次具有 TRCS_No Expiration、TRCS_Uncategorized 和从应用程序开始年份开始创建的 20 个成员。例如，在上面的屏幕截图中，开始年份是
2015，因此您将看到从 FY2015 开始到 FY2034 的成员。
此层次未锁定，因此用户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添加新成员 - 使用 FY<yearName> 创建成员名称。
启用此功能时，TRCS_CarryforwardExpYear（移动成员）将附加属性
ApplyEndingRate。

Chapter 27设置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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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使用运营净亏损 (NOL)/抵免
相关主题：
• 了解运营净亏损 (NOL)/抵免
• 启用运营净亏损/抵免自动化
• 访问“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屏幕
• 使用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列
• 管理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 了解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计算规则

了解运营净亏损 (NOL)/抵免
运营净亏损自动化用于配置规则，以自动执行递延当前年份税损失以及利用税损失和税抵免结转和使其到期的过程。
当前期间中应纳税所得合计 (TaxableIncomeAfterLoss) 小于 0 时，将发生税损失。可以递延当前期间中发生的税损失，以便可以在未来期间/年份利用这些损失。
当前期间中的应纳税所得合计 (TaxableIncomeAfterLoss) 产生正金额时，可以利用以前年份中产生的税损失。可以在当前期间中全部或部分利用递延的损失（先前期间或年份中产生的损失）。
可以为结转的损失分配到期年份，如果未输入任何内容，则默认情况下无到期期限。可以自动注销当前年份到期的税损失或税抵免。
请注意，仅当在启用税计算的父实体上对税损失和税抵免入帐时，运营净亏损自动化才支持税计算父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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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同时适用于全国性和区域性税计算。

启用运营净亏损/抵免自动化
要启用该功能：
1.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
2. 在配置屏幕上，单击启用功能。
3. 选中运营净亏损自动化的启用旁边的复选框。

4. 当系统显示消息说明功能已启用时，单击确定。
5. 注销后重新登录以查看启用的功能。

Note:

启用该功能时（请参阅“启用应用程序功能”），自动创建配置多维数据集。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和本期应纳税额是启用功能的一部分，如果应用程序中尚不存在配置多维数据集，则该功能会创建它。另请参阅“应用程序多维数据集”。
成功启用该功能后，导航到配置卡并使用运营净亏损自动化配置项来定义自动化规则。请参阅“定义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访问“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屏幕
要访问“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屏幕（全国性和区域性）：
1. 从主页 -> 应用程序。
2. 选择配置。

Chapter 28启用运营净亏损/抵免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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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运营净亏损自动化。您将看到“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和“运营净亏损自动化 - 区域性”选项。
4. 单击“运营净亏损自动化”选项卡以打开“运营净亏损自动化 (全国性)”表单。
5. 单击“运营净亏损自动化 - 区域性”以打开“运营净亏损自动化 (区域性)”表单。
6. 定义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后（请参阅“定义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单击保存。

Note:

要添加、删除或复制规则，请选择操作，然后选择所需的操作。请参阅：
• 复制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 删除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使用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列
Table 28-1    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列
列 参数 说明
帐户 值 “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列出 TaxLossesCFSTotal 损失的所有后代和税抵免的后代

“运营净亏损自动化 - 区域性”列出 TaxLossesCFSTotal 损失的所有后代和税抵免的后代。
默认值 同上
注释 同上

规则名称 值 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1 的下一个可用同级
默认值 运营净亏损规则 1
注释 新规则应该作为后代添加

逻辑 - 递延 值 选中以递延损失
默认值 不选中
注释 选中时，将使递延限制百分比可编辑

取消选中时，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该消息将清除递延限制百分比的值或保持原样
对于抵免帐户，此项为只读。

逻辑 - 利用 值 用于利用损失的复选框
默认值 不选中
注释 选中时，将使利用限制百分比可编辑。

取消选中时，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该消息将清除利用限制百分比的值或保持原样。
逻辑 - 到期 值 用于使损失到期的复选框

默认值 不选中
注释

实体 - 包括 值 所有实体
默认值 无
注释 用于包含实体，单击显示成员选择器，显示实体维的所有后代。

Chapter 28使用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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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8-1    (Cont.) 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列
列 参数 说明
实体排除 值 所有实体

默认值 无
注释 用于排除实体，单击显示成员选择器，显示实体维的所有后代。

管辖范围 - 包括 值 所有管辖范围
默认值 无
注释 用于包含管辖范围，单击显示成员选择器，显示管辖范围维的所有后代。

管辖范围 - 排除 值 所有管辖范围
默认值 无
注释 用于包含管辖范围，单击显示成员选择器，显示管辖范围维的所有后代。

递延限制百分比 值 用户输入
默认值 100%
注释 仅在选中“递延”复选框时才可访问

利用限制 - 应纳税所得/ 税 -百分比
值 用户输入

默认值 100%
注释 仅在选中“利用率”复选框时才可访问

利用限制 - 应纳税所得/ 税 -金额
值 用户输入

默认值 无
注释 仅在选中“利用率”复选框时才可访问

利用限制  -
C/F - 金额 - 百分比

值 用户输入

默认值 100%
注释 仅在选中“利用率”复选框时才可访问

利用限制  -
C/F - 金额 - 金额

值 用户输入

默认值 无
注释 仅在选中“利用率”复选框时才可访问

利用优先级 值 用户输入
默认值 无
注释 当为一个帐户配置了多个规则时，设置规则的优先级

禁用规则 值 复选框
默认值 不选中
注释 选中时，禁用规则

Chapter 28使用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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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通过“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屏幕，您可以配置规则，以定义系统应如何自动递延、利用或终止税损失，并记录相应的抵销金额。以下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适用：
• 可以自动使已过到期年份的递延损失到期
• 可从配置卡访问
• 显示同时具有损失和抵免帐户的 TaxLossesCFSTotal 和 TaxCreditTotal 父帐户的基本级后代
• “本期预提 - 自动”列显示 TaxLossesCFSTotal 下基本级帐户的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的结果。
• 选中利用标志时，仅启用其从属列，如下所示：

– 利用限制应纳税所得 - 百分比和金额 - 优先于 C/F 列。如果同时存在百分比和金额，则金额优先于百分比
– 利用限制 C/F- 百分比和金额 - 仅当应纳税所得中未提及任何内容时，才会考虑这些值。如果同时存在百分比和金额，则金额优先于百分比
– 优先级 - 此数字用于指定规则中的优先级

相关主题：
• 定义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 复制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 删除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定义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要定义运营净亏损/抵免规则，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安全权限。

Note:

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作为计算过程的一部分执行，不能作为按需规则来调用。
要定义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1. 从主页 -> 应用程序。
2. 选择配置。
3. 使用运营净亏损自动化配置项定义自动化规则。默认情况下，每个帐户都会定义一个规则。
4. 要添加其他规则，请依次单击操作菜单和添加规则。
5. 系统插入一个新行，您可以在其中定义规则。
6. 从 TaxLossesCFSTotal 帐户和 TaxCreditTotal 帐户的基本级后代的预填充列表中选择一个目标帐户。
7. 选择一个或多个计算方法：

• 递延（对 TaxCreditTotal 帐户的基本成员无效）

Chapter 28管理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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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率
• 到期
另请参阅：使用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列

8. 输入要将计算应用到的实体，或输入排除的实体以标识要为处理排除的实体。
9. 输入百分比或美元金额。

• 对于利用率，输入百分比或美元金额。默认情况下，应纳税所得和结转的利用限制为 100%

• 对于递延，默认情况下，递延限制百分比为 100%。但是，您可以对其进行更改以递延损失金额。
• 对于到期，百分比和美元金额不适用。

10. 为利用流程输入优先级编号，例如 1。
11. 定义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后，必须运行合并。

Note:

还可以通过选中每个规则旁边的禁用规则复选框来禁用规则。
要定义其他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概览和维选项卡。
2. 对于“多维数据集”，选择配置；对于“维”，选择“标识符”。
3. 展开 TRCS_NOL Global Rules。

4. 依次单击 TRCS_NOL Rule5 和添加同级图标。

Chapter 28管理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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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导航到“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屏幕（另请参阅“访问“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屏幕”）。“添加规则”功能基于 TRCS_NOL Global Rules 下创建的成员数添加规则。

复制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您可以从先前的规则复制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来创建新规则。
要复制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1. 要复制规则，请选择要复制的规则。
2. 依次单击操作菜单和复制规则。
3. 将使用先前的规则数据创建新规则。

删除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您可以从每个税损失/税抵免帐户删除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规则 1 除外。
要删除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Chapter 28管理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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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删除规则，请选择要删除的规则。
2. 依次单击操作菜单和删除规则。

了解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计算规则
相关主题：
• 递延税损失
• 利用税损失/税抵免
• 使税损失/税抵免到期

递延税损失
应纳税所得和特殊扣减 (TaxableIncomeBeforeLoss + TaxSpecialDeductions) 产生负金额时，您可以定义规则来递延损失，以便可以在未来期间加以利用。 佳损失递延将使应纳税所得为 0，方法为递延相当于应纳税所得和特殊扣减之和的损失以及在
TaxLossCarryforward 帐户中手动输入的任何金额。
如果公司出现损失，即损失后的应纳税所得小于 0，则可以递延此损失，以便可以在未来期间/年份利用该损失。根据在运营净亏损自动化中指定的递延百分比，使用公式 =损失前应纳税所得 x 递延百分比 x -1 来填充结转帐户的“自动”。

Note:

税抵免递延金额仅为手动输入。税抵免帐户不支持自动化。

定义递延规则：示例
如果应纳税所得为 -35,493，则系统可以在当前期间 多递延 35,493 的损失。您可以定义规则以自动按递延百分比金额递延损失。
您定义运营净亏损自动化递延规则并运行合并后，系统会创建 35,493 的损失结转以完全抵销负的总收入 + 特殊扣减。本期预提中的应纳税所得和应纳税所得的本期税额现在更改为 0。
税损失计划现在显示税损失结转帐户当前年份 TLCCreatedAutomated 移动成员中的已入帐损失。
暂时性差异计划现在显示目标税损失结转帐户的自动 (CYSys) 列下的递延损失。

用例示例：递延
相关主题：
• 用例示例 1：递延 100% 的税损失
• 用例示例 2：递延特定百分比的税损失
• 用例示例 3：递延特定实体的税损失
• 用例示例 4：递延特定实体的税损失（具有排除实体）
• 用例示例 5：递延特定管辖范围的税损失

Chapter 28了解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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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例示例 6：递延特定管辖范围的税损失（具有排除管辖范围）
用例示例 1：递延 100% 的税损失

配置

预期行为
税损失自动结转帐户将用于完全 (100%) 抵销损失，金额将按照在税损失表单中创建的金额推送

用例示例 2：递延特定百分比的税损失
配置

预期行为
税损失自动结转帐户将用于递延损失应纳税所得的 (10%)，金额将按照在税损失表单中创建的金额推送。

用例示例 3：递延特定实体的税损失
配置

预期行为
规则将仅适用于圣何塞实体。

用例示例 4：递延特定实体的税损失（具有排除实体）
配置

Chapter 28了解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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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行为
该规则将适用于除圣何塞外美国实体的所有基本实体。

用例示例 5：递延特定管辖范围的税损失
配置

预期行为
规则适用于基于美国归属地的所有实体。

用例示例 6：递延特定管辖范围的税损失（具有排除管辖范围）
配置

预期行为
规则适用于除基于美国归属地的实体之外的所有归属地实体。

利用税损失/税抵免
应纳税所得 (TaxableIncomeAfterLoss) 产生正金额时，您可以定义规则来利用在先前期间或年份递延的损失。 佳损失利用将使应纳税所得为 0，方法为利用相当于应纳税所得和特殊扣减之和的金额以及在 TaxLossCarryforward 帐户中手动输入的任何金额。

Note:

税抵免的利用遵循与损失利用相同的流程。
您选中利用规则时，仅启用其从属列（另请参阅“使用运营净亏损自动化列”），如下所示：
• 利用限制应纳税所得 - 百分比和金额 - 如果同时存在百分比和金额，则金额优先于百分比。

Chapter 28了解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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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限制 C/F - 百分比和金额 - 按结转帐户指定利用限制。如果同时存在百分比和金额，则金额优先于百分比。
• 优先级 - 此数字用于指定规则中的优先级

Note:

利用流程查找 早到期年份并首先使用该金额。如果所有年份都同时到期，则使用早的起始年份。
相关主题：
• 计算示例
• 定义利用规则
• 用例示例：利用率

计算示例
相关主题：
• 应纳税所得和结转百分比
• 应纳税所得和结转金额
• 应纳税所得和结转百分比和美元金额

应纳税所得和结转百分比
Table 28-2    应纳税所得和结转百分比
利用应纳税所得 利用结转 用例示例（两者中的较小者）
百分比 美元 百分比 美元
100% 10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5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50$

100% 10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20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100$

50% 10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5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25$

50% 10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20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100$

Chapter 28了解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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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8-2    (Cont.) 应纳税所得和结转百分比
利用应纳税所得 利用结转 用例示例（两者中的较小者）
50% 10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 50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100$

应纳税所得和结转金额
Table 28-3    应纳税所得和结转金额
利用应纳税所得 利用结转 用例示例（两者中的较小者）
百分比 美元 百分比 美元

1000 1000 结转 = 5000$ 和应纳税所得
=500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1000$

1000 100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20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100$

500 100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5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50$

500 1000 结转 = 1000$ 和应纳税所得
=20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200$

500 100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 50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100$

应纳税所得和结转百分比和美元金额
Table 28-4    应纳税所得和结转百分比和美元金额
利用应纳税所得 利用结转 用例示例（两者中的较小者）
百分比 美元 百分比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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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8-4    (Cont.) 应纳税所得和结转百分比和美元金额
利用应纳税所得 利用结转 用例示例（两者中的较小者）
100% 20$ 10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5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20$

100% 100% 1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5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10$

100% 20$ 100% 3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5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20$

100% 30$ 100% 2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5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20$

100% 30$ 100% 2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5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5$（即，应纳税所得 (50$)的 10%）

100% 30$ 10% 20$ 结转 = 100$ 和应纳税所得 =50$
预期利用的金额应为 = -10$（即，可用结转
(100$) 的 10%）

定义利用规则
1. 定义结转帐户的利用规则，该帐户中的损失可以利用（多个结转帐户也可用于利用）
2. 请注意，必须指定利用优先级，优先级从数字 1 开始，如果有多个帐户，则优先级递增。

3. 保存规则。

Chapter 28了解运营净亏损自动化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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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利用流程有两个条件：
• 实体必须具有正收入：

• 实体必须具有可利用的损失：

如果实体有正收入，并且它有可用的损失来利用正收入，则将启动利用自动化流程。请注意，相同的利用流程也适用于区域性损失/抵免帐户。
在下面的屏幕截图中， 多可利用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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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运行合并后，下面的屏幕截图显示利用的金额：

下面的屏幕截图显示如何根据到期年份利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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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示例：利用率
相关主题：
• 用例示例 1

• 用例示例 2

用例示例 1

应纳税所得 + 特殊扣减 = 28,000

当前年份：2021

当前期间：P12

当前实体：LE105

利用规则：
Table 28-5    用例示例 1：利用率
未确认的运营净亏损 未确认的资本损失
到期年份 TLCAvailabl

e
自动利用 到期年份 TLCAvailabl

e
自动利用

2021 20,000 -20,000 2021 5,000 -5,000
2022 10,000 -3,000 2022 10,000
合计 30,000 15,000

1. 系统从当前年份 (2021) 开始，并尝试按升序利用可用损失。详细信息帐户未确认的运营净亏损在序列 1 中位列第一。该系统在未确认的运营净亏损中利用 2021 年可用损失的 100%。可用损失为 20,000。利用的金额为 20,000 的 100%。剩余应纳税所得为 28,000 - 20,000 = 8,000。
2. 详细信息帐户未确认的资本损失在序列 2 中位列第二。该系统在未确认的资本损失中利用 2021 年可用损失的 100%。可用损失为 5,000。利用的金额为 5,000 的

100%。剩余应纳税所得为 8,000 - 5,000 = 3,000。
3. LE105 没有更多的利用规则。系统推进到下一年 (2022)，并尝试利用所有可用损失，直到没有更多的可用损失，或没有更多要抵销的应纳税所得。
4. 合计利用金额将在税损失结转帐户的本期预提中抵销。

用例示例 2

此示例显示具有不同百分比的利用规则。
应纳税所得 + 特殊扣减 = 28,000

当前年份：2021

当前期间：P12

当前实体：LE105

利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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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8-6    用例示例 2：利用率
未确认的运营净亏损 未确认的资本损失
到期年份 TLCAvailable 自动利用 到期年份 TLCAvailable 自动利用
2021 20,000 -15,000 2021 5,000 -5,000
2022 10,000 2022 10,000 -4,000
合计 30,000 -15,000 15,000 -9,000

在此示例中，根据配置设置，将仅利用 TaxLossD0001 帐户总可用金额的 50%。总额为
30,000，50% =15,000。
根据配置设置，将仅利用未确认的资本损失账户的总可用金额的 60%。总额为 15,000，60%
= 9,000

在所有详细信息帐户中利用的 大金额为 24,000。
因此，28000 – 24000 = 4000 为本期预提中的剩余应纳税额。
1. 系统从当前年份 (2021) 开始，并尝试按升序利用可用损失。详细信息帐户未确认的运营净亏损在序列 1 中位列第一。该系统在未确认的运营净亏损中利用 2021 年可用损失的

100%。可用损失为 20,000。利用的金额为 30,000 的 50%，其为 15,000。15,000 小于
20,000，因此，将利用 15,000。剩余应纳税所得为 28,000-15,000=13,000。

2. 详细信息帐户未确认的资本损失在序列 (2) 中位列第二。该系统在未确认的资本损失中利用 2021 年总可用损失 15,000 的 60%，其为 9,000。可用损失为 5,000。5,000 小于要利用的 大金额，因此，将利用 5,000。剩余应纳税所得为 13,000-5,000=8,000。
3. LE105 没有更多的利用规则。系统推进到下一年 (2022)，并尝试利用所有可用损失，直到没有更多的可用损失，或没有更多要抵销的应纳税所得。
4. 合计利用金额将在税损失结转帐户的本期预提中抵销。

使税损失/税抵免到期
您为帐户设置到期规则时，将为当前年份和以下年份自动抵销结转帐户中的可用金额。仅当合并财务年份的 后一个期间（即 P12）时，才会发生自动到期。
自动到期发生在当前实体、方案、年份和期间的自动递延或利用完成之后。您可以为系统设置规则，使在当前期间之后将不再可利用的损失自动到期。
“税损失”表单在帐户的“自动到期”(TRCS_TLCExpirationAutomated) 列中显示到期损失。
“暂时性差异”表单在当前年份和期间的“其他调整”（仅限递延）列下显示每个结转帐户的到期金额。
到期逻辑旨在使到期年份小于或等于指定帐户的当前年份的所有可用金额到期。到期年份为当前年份的损失将仅在该年份的 后一个期间（即 P12）到期。
系统根据“税损失”表单中的 TRCS_TLCAvailable 列确定帐户到期年份要到期的损失金额。

Note:

该过程对于抵免到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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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 定义到期规则
• 用例示例：到期

定义到期规则
1. 定义结转帐户的到期规则，该帐户中的损失可以到期。
2. 保存规则。

用例示例：到期
相关主题：
• 用例示例 1

• 用例示例 2

用例示例 1

TaxableIncomeBeforeLoss + TaxSpecialDeductions = 28,000

当前年份：2021

当前期间：P12

当前实体：LE105

Table 28-7    用例示例 1：到期
未确认的运营净亏损 未确认的资本损失
到期年份 TLCAvailabl

e
自动到期 到期年份 TLCAvailabl

e
自动到期

2019 20,000 -20,000 2021 5,000 -5,000
2020 10,000 -10,000 2022 10,000

用例示例 2

当有未利用的损失时，它们将根据到期年份到期。请注意，仅当合并 终期间为 P12 时才会发生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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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迁移对象
相关主题
• 导出对象
• 上传存档文件

导出对象
导出对象可以创建在环境之间迁移应用程序时可使用的备份，例如，从测试环境到生产环境。
选择要导出的对象。可以导出服务中的所有对象或者属于以下组件的对象组合：
• Planning

• 数据管理
• Calculation Manager

• 组和成员身份
• 报表
您通过导出过程创建的快照将存储 60 天，然后会自动从服务中删除。有关克隆快照功能（一种编写 EPM Automate 脚本来克隆环境的替代方法）的信息，请参阅《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迁移》指南中的“生成对象更新报表”。
要导出对象：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工具和迁移。

 

29-1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epmss/lcm_artifac_updates.html


 

2. 选择类别选项卡。
3. 在名称下，选择要导出的对象。可以选择全选或清除选择。
4. 单击导出。

 

 

5. 在导出对话框上，单击确定。可以更改默认导出文件夹名称。对于文件夹名称，仅使用本机操作系统支持的字符。例如，Windows 不允许在文件夹名称中包括冒号。
6. 查看迁移状态报表。

 

 

7. 选择快照选项卡以访问包含已导出对象的文件夹。请参阅“上传存档文件”。
上传存档文件

使用此选项将 ZIP 文件（包含数据、元数据、规则定义、维定义、映射的事务、备份快照等）从本地计算机上传到应用程序。如果应用程序中存在同名的文件，则不能上传
ZIP 文件。
上传到应用程序的文件将存储 60 天，然后会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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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传存档文件：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工具和迁移。
2. 选择快照选项卡。

 

 

3. 选择要上传到环境的快照。
4. 单击迁移选项 。
5. 在导入选项对话框上，选择要用于上传的选项，然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6. 浏览到上传的位置，然后单击上传。
7. 上传完成后，选择报表选项卡以查看以下内容：

• 对象更新 - 输入对象选项、开始和结束日期以及类别，然后单击运行报表。查看生成的报表。
• 迁移状态 - 单击迁移状态报表以查看报表的结果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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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管理审批单元层次
相关主题
• 创建审批单元层次
• 编辑审批单元层次
• 查看审批单元层次用法
• 同步审批单元层次
• 删除和重命名审批单元层次
• 导出审批单元层次
• 导入审批单元层次

创建审批单元层次
审批单元层次包含属于审核流程一部分的实体。审批单元包括方案、年、期间和实体的组合。
您必须是服务管理员才能创建、修改或删除审批单元层次。
观看以下视频，详细了解审批单元层次：

 管理审批单元层次
要创建审批单元层次：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工作流下，单击审批单元。
3. 单击创建。
4. 为层次设置审批名称、审批选项和模板。

请参阅“设置审批单元层次”。
5. 选择要在审批流程中包含的成员。

请参阅“选择审批单元层次成员”。
6. 为审批流程的每个阶段分配所有者和审核者并创建审批单元提升路径。

请参阅“分配审批单元所有者和审核者”。
7. 单击保存。

设置审批单元层次
默认审批单元层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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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应用程序时，系统会自动创建名为“地理合计”的审批单元层次。此审批单元层次包含“地理合计”层次下的所有实体。分配给该审批单元层次的审批模板为“合并”。此模板用于锁定和解锁。
现有的应用程序
如果您已经开始在应用程序中锁定期间，则可以继续使用“地理合计”审批单元层次处理您要锁定的所有剩余期间。
但是，如果您想要开始使用审核流程（可用于流程管理），则可以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修改现有的“地理合计”审批单元层次，以使用新的审批模板“合并 - 自下而上”。
• 创建新的审批单元层次，并分配要包括在审批单元层次中的用于审核流程的实体。
建议使用新的审批模板“合并 - 自下而上”为审批流程创建新的审批单元层次。
新建应用程序
如果要创建新应用程序，或者尚未锁定任何期间，则可以修改默认的“地理合计”审批单元层次，以使用新的审批模板“合并 - 自下而上”。如果已经启动任何期间，则必须重新启动审核流程，以便系统将新的审批模板用于工作流。
要设置审批单元层次：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工作流下，单击审批单元。
3. 选择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要创建新的层次，请单击创建。
• 要编辑现有层次，请选择一个层次，然后单击编辑。

4. 选择审批维。
5. 在层次名称中，指定审批单元层次名称。
6. 可选：指定说明。
7. 在启用审批中选择：

• 全部 - 将所有实体添加到审批流程
• 自定义 - 包括父实体以及指定为审批单元的实体的层代级别。根据选择，会将所需的实体添加到层次。
• 无 - 这不会自动将任何实体包括为审批单元。您可以手动选择要包括在层次中的实体。

8. 从审批模板中，选择一个模板。
9. 对于多维数据集，保留默认设置“合并”。
10. 选择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单击下一步或选择主层次和子层次选择以选择审批单元层次成员（请参阅“选择审批单元层次成员”）。
• 依次单击保存和确定，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审批单元层次。

选择审批单元层次成员
要选择审批单元层次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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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在审批维中，单击下一步，或者选择主层次和子层次选择，继续定义一个审批单元层次。
• 依次选择工作流和审批单元以编辑审批单元层次。
注意：
• 在选择审批单元层次成员期间，您随时都可以单击重置为默认层次，将其重置为在“审批维”页面中定义的默认成员关系。
• 共享成员显示在主层次中，但不会显示在备用层次中。例如，如果实体 E1 在实体维主层次中的父代 P1 下面，而且在实体维备用层次的另一个父代 P2 下面定义了 E1，则当您尝试将 E1 选作审批单元层次的一部分时，系统仅显示位于 P1 下面的 E1。如果您展开 P2，将不显示 E1。

2. 定义如何显示审批单元层次中的实体：
• 右键单击并选择展开可展开显示内容。
• 单击右键并选择折叠可折叠显示内容。
• 选择所有实体可显示所有可供选择的实体。
• 选择审批单元可仅显示以前启用的审批单元。
• 对于搜索，选择名称、别名或两者。在“搜索”中输入名称的任一部分或完整名称以查找实体，然后单击“向上搜索”或“向下搜索”以在层次中向上搜索或向下搜索。
• 要在多页审批单元层次中的各页面之间移动，请在页面中输入页码并单击转到，或者单击开始（第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下一页或结束（ 后一页）。

3. 可选：对于没有包含在审批流程默认设置中的审批单元，选中审批单元名称左侧的框可将其包含在审批流程中。
4. 可选：右键单击审批单元名称以定义审批流程的子层次成员，然后选择一个包括/排除选项：

• 包括子代，将包括审批单元的子代。
• 包括成员，将仅包括审批单元，但不包括其后代。
• 包括所有后代，将包括审批单元的所有后代。
• 包括层代，将包括一个或多个审批单元层代。在出现提示时指定要包括的层代。
• 排除子代，将排除审批单元的子代。
• 排除成员，将仅排除审批单元，而不排除其后代。
• 排除所有后代，将排除审批单元的所有后代。
• 排除层代，将排除审批单元层代。在出现提示时指定要排除的层代。

5. 选择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单击下一步或选择分配所有者以指定审批单元所有权。
• 依次单击保存和确定，以保存更改并关闭审批单元层次。

分配审批单元所有者和审核者
审批单元所有权继承自审批单元父代。审批单元审核者也是继承的。您可以指定审批单元继承的所有者和审核者以外的其他审批单元所有者和审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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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分配所有者时，默认情况下，将所有者复制到对应的审批组成员选项处于启用状态。此选项允许您为所有阶段分配相同的所有者（如果适用）。如果您希望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所有者，可以在为实体输入所有者信息之前取消选择此选项。
您必须是服务管理员才能分配审批单元所有者和审核者。
• 对于所有者，必须将一个用户或组分配为审批单元的所有者。所有者应当分配给审批单元层次的顶层实体。
• 对于审核者，可以将一个或多个用户或组分配为审批单元的审核者。
如果选择单个用户作为审核者，则所有用户都必须执行审批操作，并且必须按照用户的输入顺序进行审批。如果选择一个组（或多个组）作为审核者，则该组中的任何用户均可成为审核者，并且可提升到下一级别。
要分配审批单元所有者和审核者：
1. 如果您不想为所有阶段分配相同的所有者，请取消选择将所有者复制到对应的审批组成员选项。
2. 选择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从选择主要成员选项卡或主层次和子层次选择选项卡中，单击下一步，或者选择分配所有者选项卡以继续定义审批单元层次。
• 依次选择工作流和审批单元以编辑审批单元层次。

3. 选择审批单元，然后在所有者下，单击选择所有者图标以搜索并选择所有者。
一个审批单元只能有一个所有者。用户或组都可以成为所有者。选择用户选项卡，可指定个体用户作为所有者。选择组选项卡，可指定一个组作为所有者。

4. 在审核者下，单击搜索并选择审批单元审核者。
审核者可以是单个用户、单个组或多个组。选择用户选项卡，可指定个体用户作为审核者。选择组选项卡可分配单个组或多个组作为审核者。

注：
如果审核者是单个用户，请按照您希望审核者审核审批单元的顺序来选择审核者。列表中的第一个审核者是第一个审核审批单元的用户。当第一个审核者提升审批单元时，所选的第二个审核者将成为审批单元所有者，按照您所创建的审核者列表依此类推。

5. 在提升路径下，单击  以显示实体的审批单元提升路径，验证路径是否正确，并更正任何错误。
要批准并锁定实体，该实体必须沿提升路径到达路径中的 后一个所有者或审核者。只有提升路径中的 后一个所有者/审核者才能批准或锁定实体。

6. 可选：在通知这些用户下，单击搜索以选择在对审批单元执行审批操作时要通知的用户。
要通知的用户必须设置电子邮件 ID 并在“用户首选项”中启用审批通知，才能接收通知。请参阅《使用 Oracle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Cloud》中的“设置电子邮件通知。

7. 可选：针对其他审批单元重复这些步骤，以更改其继承的所有者或审核者。
8. 单击保存以保存您的工作并继续操作，或单击确定以保存您的工作并关闭审批单元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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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案分配审批单元层次
在定义了审批单元之后，可以为特定的方案、年份和期间组合分配审批单元层次。只有在元数据中启用了审批的方案才可供选择。

注：
对于特定的方案/年份/期间，只能分配一个审批单元层次。不能为同一个方案/年份/期间分配多个审批单元层次。

请注意，在创建应用程序时，系统会自动创建“地理合计”审批单元层次，并为“实际”方案分配所有可能的年份和期间。如果要创建新的审批单元层次而且希望将已经分配给“地理合计”的方案/年份/期间分配给此新层次，建议您首先将方案/年份/期间条目从“地理合计”中删除，然后将这些条目添加到新的审批单元层次中。
要为审批单元层次分配方案、年份和期间组合：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工作流下，单击审批单元分配。
3. 添加方案、年份和期间分配：

a. 单击审批单元的操作列中的 。
b. 从方案列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审批单元层次关联的方案。
c. 从年份列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审批单元层次关联的年份。
d. 从期间列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审批单元层次关联的期间。

可以同时选择多个期间，例如，实际、FY19、一月、二月、三月等。
e. 单击确定。

此时会显示一个新的分配行。

提示：
要删除分配，请单击删除 。

4. 单击保存以保存分配并继续操作。
编辑审批单元层次

您必须是服务管理员才能编辑审批单元层次。
要编辑审批层次：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工作流下，单击审批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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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个审批单元层次，然后单击编辑。
4. 针对要进行的更改选择适当的选项卡：

• 审批维
请参阅“设置审批单元层次”。

• 主层次和子层次选择
请参阅“选择审批单元层次成员”。

• 分配所有者
请参阅“分配审批单元所有者和审核者”。

• 用法
请参阅“查看审批单元层次用法”。

5. 完成时，单击保存。
查看审批单元层次用法

审批单元层次可能存在相关项，如方案、年份和期间分配或在表单中定义的数据验证规则。如果某个审批单元层次存在相关项，则在删除相关项之前，不能删除该层次。在“用法”选项卡中，您可以查看审批单元层次，这样您便会看到相关项，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将其删除。
要查看审批单元层次用法：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工作流下，单击审批单元。
3. 选择一个审批单元层次，单击编辑，然后选择用法，以查看审批单元层次相关项。
4. 选择表单以查看表单中关联的数据验证规则，或选择审批单元分配以查看关联的方案分配。

• 如果关联了数据验证规则，则会将它们按表单列出。单击链接可以在新选项卡中以编辑模式显示表单。您随后可以更新或删除规则，以将其与层次取消关联。
• 如果关联了方案、年份和期间组合，则将按方案列出它们。单击链接可以在新选项卡中显示分配。您随后可以删除分配，以将其与层次取消关联。

5. 如果删除了相关项，请单击用法选项卡上的刷新以刷新列表。
6. 如果要删除某个审批单元层次，请重复上述步骤，直到删除所有相关项。

同步审批单元层次
当添加、删除或修改审批单元层次中使用的维成员时，必须将受影响的审批单元层次与这些更改进行同步。当您显示审批单元层次列表时，每个审批单元层次的条目都会指出近的更改是否已反映在审批单元层次中。可使用此过程来将维成员的更改与审批单元层次进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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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添加维成员时，仅当新成员符合审批单元层次的包含规则中的标准时，才会将其添加为审批单元。例如，如果添加的实体是第四代实体，且包含规则指定层代一到三为审批单元，则不会将该实体添加为审批单元。如果该实例是第三代成员，那么，在下次编辑并保存或者同步该审批单元层次时，就会将该实体添加为审批单元。

要将更改同步至审批单元层次：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然后在工作流下方单击审批单元。
2. 在已同步列中，审批单元层次的标签如下：

• 已同步 - 更改与审批单元层次同步
• 未同步 - 更改与审批单元层次不同步
• 被 user 锁定 - 一名用户正在编辑或同步审批单元层次

注：
如果某个用户在您显示审批单元层次列表之后开始编辑或同步审批单元层次，则审批单元层次列表不会针对该审批单元层次显示“已锁定”。如果您尝试同步该审批单元层次，则不会发生同步，而是显示一个错误消息，指出他人正在编辑该审批单元层次。

3. 选择一个标为未同步的审批单元层次，然后单击同步。
根据为该审批单元层次定义的包含规则，将更改应用到审批单元层次，并更新审批单元层次列表。系统将同步应用程序中的所有审批单元层次，以避免在一个实体属于多个层次时发生冲突。

注：
无法将更改同步到其他用户正在编辑或同步的审批单元层次中。

4. 要查看同步过程的状态，请导航到“作业”控制台。
“作业”列表中包括正在处理的每个审批单元层次的状态，以及错误的详细信息。

删除和重命名审批单元层次
如果审批单元层次未被数据验证规则或方案分配引用，您可以将其删除。“用法”选项卡显示了引用层次的对象，以便您可以根据需要将其与层次取消关联。
还可以更改审批单元层次的名称。重命名审批单元层次不会影响引用它的对象。
要删除或重命名审批单元层次：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工作流下，单击审批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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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执行下列一项操作：
• 要删除，请选择要删除的审批单元层次，然后单击删除。
• 要重命名，请选择要重命名的审批单元层次，然后单击重命名并输入一个新名称。

4. 单击确定。
导出审批单元层次

在导出审批单元层次时，将创建一个包含审批单元层次信息、定义信息和分配信息的文件。创建此文件后，可以将其内容复制到现有审批单元层次（请参阅“导入审批单元层次”）。
要导出审批单元层次：
1. 请单击导航器图标 ，然后在工作流下单击导入和导出。
2. 选择导出审批单元层次。
3. 在现有的审批单元层次名称中，选择要导出的审批单元层次。
4. 单击确定。
5. 显示保存对话框后，将导出文件保存到您选择的位置。
6. 单击导出或完成。导出将执行该操作，完成将关闭对话框。

导入审批单元层次
可以使用审批单元层次导入文件（其中包括定义信息和分配信息）的内容填充审批单元层次。导入文件是导出现有审批单元层次的结果。请参阅“导出审批单元层次”。
导入审批单元层次信息不会创建审批单元层次。在导入之前，由导出文件填充的审批单元层次必须已存在并且至少有一个名称。导入流程始终使用“替换”模式，这意味着，它会先删除审批单元层次中的所有成员，然后将加载文件中的每个指定成员作为新成员添加。

注：
如果未在输入文件中指定某个现有成员，则审批单元层次加载会从层次中删除该成员及其子代。

要导入审批单元层次：
1. 请单击导航器图标 ，然后在工作流下单击导入和导出。
2. 选择导入审批单元层次。
3. 在现有的审批单元层次名称中，选择用以接收导出信息的审批单元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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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导入的审批单元层次包括所定义的所有者、审核者和用以确定提升路径的规则。
如果在审批单元层次已经启动的情况下，导入对已分配实体做了更改的审批单元层次，将产生错误。在导入审批单元层次文件之前，请通过执行“排除”（这会将层次重置为“未启动”状态）确保审批单元层次未启动。

4. 对于包含所有权的审批单元层次，请单击浏览，选择要导入的已导出审批单元层次。
5. 单击确定。
6. 单击导入或完成。导入将执行该操作，完成将关闭对话框。

如果显示导入成功消息，则表明导出文件中的审批单元层次信息已成功复制到您在现有的审批单元层次名称中选择的审批单元层次。
如果显示导入未成功，如果显示了消息“导入未成功，某些项目未导入”，请单击详细信息以查看日志文件。更正错误并重新尝试导入审批单元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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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管理审批流程
管理员管理审批流程，包括设置审批单元层次、为特定的方案、年份和期间分配审批单元层次、设置验证规则和启动审核流程。
请参阅“启动审批流程”。
在审批流程期间，管理员可以监视审批单元层次中每个实体的状态并对这些实体执行审批操作。“进程状态”仅提供给管理员。其他用户（例如，超级用户和用户）从主页上的“审批”卡执行审批操作。请参阅《使用 Oracle Tax Reporting Cloud》指南中的“审核和批准数据”。
要访问“进程状态”页：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工作流下，单击管理审批。
3. 在方案、年份和期间中，选择有效的方案、年份和期间。
4. 单击转到。
5. 从“查看”菜单，选择进程状态。

审批流程概述
管理员可以设置审批流程来转移数据的所有权、提供审核控制并确保数据隐私。
为了便于审核，将数据划分成审批单元。审批单元是特定方案、年份、期间和实体的数据组合。例如：
• Actual/FY18/Jan/Massachusetts

• Budget/FY19/Feb/New York

审批流程通常遵循以下步骤：
• 管理员设置审批单元层次。
• 管理员为审批单元层次分配方案、年份和期间的组合。
• 管理员启动审批流程。
• 所有者和审核者根据提升路径提升审批单元。
• 审批层次中的 后一个审核者批准审批单元。随后它更改为“已批准”状态。审批单元变为“已批准”后，不能再对其进行更改。
• 管理员可以在关闭期间之前锁定实体（可选）。

启用审批
您必须为元数据文件中的方案维启用审批，才能使用审批流程。“启用审批”选项启用后，在“审批单元分配”屏幕中可以选择方案。
要启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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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概览。
2. 单击维，然后选择方案维。
3. 单击编辑成员属性。
4. 选择启用审批。
5. 单击保存。

为按国家/地区报告设置单独审批
如果使用按国家/地区报告，则必须创建一个单独方案，才能单独地合并和锁定本期预提和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而不同时锁定它们。
必须创建两个方案：
• 对于合并多维数据集，帐簿帐户、外汇汇率和税率存储在税预提方案中，例如

Actual。
• 对于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按国家/地区报告特定的数据存储在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中，例如 Actual_CbCR。方案名称是“本期预提”方案名称，扩展名为

_CbCR。例如 Actual_CbCR 或 Forecast_CbCR。

注：
一旦您将具有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自定义属性附加到税预提方案
(Actual)，将自动生成 Actual_CbCR 方案。

在本期预提的合并方案中输入数据、外汇汇率和税率。对于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只需输入按国家/地区报告数据。请勿将帐簿帐户数据、外汇汇率或税率加载到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中，因为该数据已针对“实际方案”成员进行加载。

注：
有一个升级注意事项。如果在用户要为其启用按国家/地区报告的单独审批流程的方案中存在历史数据，则需要迁移数据。此迁移会将所有的历史数据复制到新的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成员。

要设置单独审批流程：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导航器、创建和管理和维。
2. 从维中，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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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现有的本期预提方案（例如 Actual）以生成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然后单击编辑
。

4. 在“编辑成员”屏幕上，选择属性值选项卡。
5. 在可用属性值下，展开具有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自定义属性。
6. 选择 CbCR_Scenario_Yes，再单击添加将属性移动到分配的属性值，然后单击保存。

 

 

7. 在维选项卡上，查看新方案，例如 Actual_CbCR。在合并多维数据集和按国家/地区报告多维数据集中都已创建新方案。验证名称，然后单击保存。

注：
不能选择特定的多维数据集。在“多维数据集”下，只选择“所有多维数据集”。

8. 单击刷新数据库  以刷新所有多维数据集。刷新数据库后，单击完成。将创建有效的交叉点，以管理哪个方案成员适用于哪个多维数据集。
9. 在导航器的应用程序下，单击有效交叉点。
10. 选择方案和帐户组合以验证创建的有效交叉点，然后单击取消退出。有效交叉点将数据输入限制为多维数据集中的无效方案成员。有效交叉点是只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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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选：如果方案中存在现有数据，则将存储在现有方案下的现有按国家/地区报告数据迁移到新创建的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成员，如下所述：
a. 从主页中，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配置。
b. 单击按国家/地区报告单独审批流程的数据迁移。
c. 从按国家/地区报告单独审批流程的数据迁移对话框中，单击启动。迁移会影响发生数据迁移的所有交叉点的状态。此作业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具体取决于数据量。
d. 要查看已迁移的数据，请从主页中依次选择按国家/地区报告和表 1。编辑以选择新的 CbCR_ 方案，然后选择应用。随即显示数据。

12. 要合并历史数据：
a.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按国家/地区报告、数据输入和表 1。
b. 为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选择 POV。
c. 在表 1 上，从操作中选择 Consolidate_CbCR。
d. 单击启动。
e. 查看合并的结果。此时将显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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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要转换方案的货币：
a.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按国家/地区报告、数据输入和表 1。
b. 为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选择 POV。
c. 在表 1 上，从操作中选择 Translate_CbCR。
d. 验证视点，然后单击启动。
e. 验证转换的结果。

注：
在合并方案中，用于转换的外汇汇率与用于税预提的外汇汇率相同。例如，在为
Actual_CbCR 运行转换时，将使用实际方案中的外汇汇率。

14. 合并、转换并验证数据后，用户可以锁定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数据。原始方案保持未锁定状态，它可以独立于按国家/地区报告方案进行合并和验证。
启动审批流程

在定义了审批单元层次并将其分配给特定的方案、年份和期间之后，可以启动审批流程。只有管理员可以启动审批流程。流程启动后，审批单元将从一个审核者移至另一个审核者，直到流程完成。
默认情况下，审批状态为“未启动”。启动流程会将审批单元的状态更改为“正在审核”。
当您启动审批流程时，系统会针对审批单元层次中的实体启动审批流程。您可以改为分别启动每个基本实体，但是，当您启动基本实体时，其父代和祖先也将启动。
如果您启动一个父实体，则它的所有子代也将启动。
在启动流程之后，每个实体的当前所有者都设置为提升路径中的第一个所有者，如“当前所有者”列中所示。在提升路径内部提升审批单元时，“当前所有者”和“当前位置”将进行相应的更新。管理员可以从“进程状态”屏幕监视审批单元层次中每个实体的状态并对这些实体执行审批操作。
管理员可以随时通过选择要排除的特定实体来重新启动该流程。系统会清除实体的所有审批历史记录，您可以再次选择“启动”以重新启动审核流程，这会将实体移到提升路径的第一个所有者。
要启动审批流程：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
2. 在工作流下，单击管理审批。
3. 在方案、年份和期间中，选择有效的方案、年份和期间。
4. 单击转到。

在饼图中，如果审批单元层次尚未启动，您将看到“未显示数据”。
5. 从右上角的视图下拉列表中，选择树视图。
6. 选择一个审批单元，然后单击启动以开始审批流程。
7. 在说明审批单元已经启动的确认消息中，单击确定。

“已批准”状态将更改为“正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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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审批单元级别和可用操作的列表，请参阅《使用 Oracle Tax Reporting Cloud》中的“审核和批准数据”。
8. 可选：如果您要针对特定实体重新启动审批流程，可以选择排除以从审批流程中删除审批单元，然后将审批状态重置为“未启动”。

注意：
排除了某个审批单元后，将丢弃所有关联的注释和历史记录。仍保留数据值。

审批单元提升路径
选择审批单元及其父代的所有者和审核者时，需设置审批单元提升路径。
在针对审批单元的方案、年份和期间启动了审核流程之后，实体的审批状态为“正在审核”，并根据为审批单元层次定义的提升路径将当前所有者分配给实体。
在此阶段，审批单元的具有“写入”访问权限的当前所有者可以输入或修改实体数据。
但是，位于提升路径中或者位于提升路径外部的具有“读取”或“写入”访问权限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实体数据。
当实体在提升路径中提升时，审批单元的当前所有者会改变。在实体已经提升到下一个级别之后，尽管您对实体数据仍具有“读取”访问权限，但您对此数据不再具有“写入”访问权限。

创建审批单元注释报表
管理员可以通过对一组方案和审批单元成员的注释生成报表来检查审批单元的状态。注释文本按时间顺序显示，时间 近的条目放在 前面。
要创建关于审批单元注释的报表：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然后在监视和浏览下方，单击系统报表。
2. 选择审批单元选项卡，然后单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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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选择报表选项中，选择要生成报表的方案、年份、期间和实体组合。如果自定义处于选
中状态，请单击  成员选择器图标以选择自定义成员。

4. 从审批状态中，选择要显示在报表中的状态。
5. 在屏幕的底部，单击创建报表并选择报表保存位置。

创建审批状态报表
您可以使用审批状态报表查看审批流程的详细状态。所有用户都可以访问此报表，但是您只能查看您具有写入访问权限的审批单元。
审批状态报表提供了以下信息：
• 审批单元
• 父代
• 状态
• 前一位、当前和下一位所有者
• 当前位置
• 合计值
• 上次状态更改日期
示例审批状态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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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创建审批状态报表：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然后在监视和浏览下方，单击系统报表。
2. 选择审批单元选项卡，然后单击审批状态。

 

 

3. 从选择审批状态中，选择要显示在报表中的状态，或者选择全部。
4. 从筛选器中，为方案、年份和期间选择维成员。
5. 可选：如果要筛选审批单元层次的子集，请选择审批单元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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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选择当前位置的层代。
7. 为报表选择格式：

• XLSX

• PDF

• XML

• HTML

8. 在屏幕的底部，单击创建报表并选择报表保存位置。
数据验证规则

为实施业务策略和业务实践，管理员可以构建一些数据验证规则，当在表单中遇到条件时将根据这些规则进行检查。规则可以生成验证消息，对提交的审批单元数据施加限制，并可指定特定的审核者或所有者来审核满足某些条件的数据。
例如：
• 设置审批单元提升路径条件
• 阻止提升包含无效数据的审批单元
可以在数据表单中定义验证规则，并指定用于验证审批单元的选项。
在审批流程中，仅针对以下操作运行验证：
• 提升
• 批准
• 锁定
• 解锁
• 排除（管理员操作；选中此选项可确保当前期间不被锁定）
在执行以下操作时，不运行验证：
• 签署
• 冻结
• 解冻
• 驳回
• 重新打开
• 初始化
• 取得所有权
• 返回（组操作）
• 启动（管理员操作）

在表单中包含数据验证规则
在布局选项卡中，可以为网格、列、行或单元格添加和更新验证规则。处理规则后，会改变单元格的颜色并在数据输入过程中向用户提供验证消息，还会更改审批单元的提升路径。验证规则随表单一起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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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添加数据验证规则之前，务必考虑规则将执行的函数并规划规则的范围。
要在表单中包含数据验证规则：
1. 打开表单，然后单击布局。
2. 选择验证规则，然后选择一个选项：

注：
显示的菜单选项与上下文有关，而且取决于是否已经添加了规则，以及之前是否选择了某个菜单选项。例如，如果右键单击某个包含规则的单元格，然后选择复制验证规则，则在右键单击另一个单元格时将显示粘贴验证规则菜单选项。

表 31-1    表单验证规则选项
选项 说明
添加/编辑验证规则 在数据验证规则生成器对话框的条件生成器区域中添加规则或编辑现有规则。
复制验证规则 将要粘贴的选定规则复制到新位置。
粘贴验证规则 将之前复制的规则粘贴到新位置。
仅针对有权访问此表单的用户进行验证 如果当前登录的用户无权访问表单，则在验证审批单元时，不会执行与表单关联的验证。
仅针对包含现有块的页面进行验证 启用后，系统能够找出哪些页面组合可能会包含块，并仅对这些页面组合运行验证。但有以下例外情况。如果页面组合的某个子代成员具有任何“动态计算”、“动态计算和存储”、“仅标签”或“存储”，则始终会加载该页面。
仅针对用户有权访问的单元格和页面进行验证 启用后，将以当前登录用户的身份而不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验证，这意味着将对表单成员应用该用户的安全访问权限。
验证审批单元维中用户变量的每个可能值 启用时，会通过将审批维中的用户变量替换为用户变量的每个可能值来多次验证表单。如果未启用，则会通过将该用户变量替换为它的所有可能值来对表单验证一次。此选项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
将当前审批单元成员作为用户变量值进行验证 启用时，在运行验证之前，会将表单上审批维的用户变量替换为审批单元成员。如果未启用，则会将该用户变量替换为它的所有可能值。此选项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

3. 构建并验证规则。
4. 在表单中，单击下一步继续构建表单，然后验证并保存表单。

锁定和解锁实体
您可以在“审批”页面上查看锁定状态以及锁定和解锁实体。您也可以在“数据状态”表单上查看锁定状态和计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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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加载过程中，系统不会加载锁定的实体。如果锁定或批准了某个实体，则您无法提交、推送或取消推送包含该实体的日记帐或者修改包含该实体的数据表单。
观看以下视频，了解有关锁定和解锁过程的信息：

 提升、批准和锁定数据
要锁定或解锁实体，您必须创建一个包含要锁定的实体的审批单元层次。默认情况下，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提供一个名为“地理合计”的审批单元。
要锁定或解锁实体，您必须是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创建应用程序时，系统会自动为
"FCCS_Total Geography" 审批单元定义所有者。此所有者与服务管理员是同一个用户。
您可以修改默认审批单元层次 "FCCS_Total Geography" 的所有者信息，但前提是所有者是有效的服务管理员或对审批单元层次中的实体具有写入访问权限的超级用户。
不必为"FCCS_Total Geography" 定义审核者，因为审核者是可选的。除非您选择为审批单元层次中的单个实体指定其他所有者或审核者，否则 "FCCS_Total Geography" 的所有后代都将继承与其父代相同的所有者信息。
如果在 "FCCS_Total Geography" 外部创建任何层次，则必须为该层次定义有效的所有者。
锁定实体
仅当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锁定数据：
• 实体的计算状态必须为“正常”、“无数据”或“系统更改”。您不能锁定计算状态为“受影响”的实体。
• 前一期间数据必须处于锁定状态。例如，仅当某个实体在一月处于锁定状态时，才能在二月期间锁定该实体。
要锁定实体：
1. 在主页上，单击审批。
2. 选择“地理合计”审批单元。

默认情况下，“地理合计”审批单元的状态为“未同步”，您必须对其进行同步。
3. 单击同步图标可同步该审批单元。

注：
在每次添加或删除实体后，您都必须执行此步骤并执行数据库刷新。

4. 要启动审批单元，请单击导航器图标，然后选择管理审批。
如果未启动某个审批单元，则该审批单元中的实体会保持处于“未启动”状态。

5. 选择要启动的方案、年份和期间，然后单击开始。
6. 从右侧的视图列表中，选择树视图。
7. 展开“地理合计”，直至看到 FCCS_Total Geography。

FCCS_Total Geography 处于“未启动”状态。
8. 单击启动以启动 "FCCS_Total Geography"。

系统随后会将它和所有后代更改为“已解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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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主页上，单击审批。
10. 单击一个解锁的审批单元。
11. 在“更改状态”页面上，单击更改状态，将状态更改为“已锁定”。
12. 单击完成。
如果在锁定或解锁过程中发生了错误，则“审批”页面中的审批单元旁边将显示“失败”状态。请单击链接以查看详细的验证报表并纠正错误。
解锁实体
仅当下一期间的数据处于解锁状态时，才能解锁当前期间的数据。例如，仅当某个实体在三月处于解锁状态时，才能在二月解锁该实体。
可以选择解锁或解锁单个选项：
• 解锁 - 如果选择对父实体执行“解锁”操作，系统将解锁该父实体及其所有后代。
• 解锁单个 - 如果选择对父实体执行“解锁单个”操作，系统将仅解锁该父实体而不解锁其后代。
您解锁实体并选择该实体的所有者时，它可以是前一提升路径中的任何所有者，包括当前所有者。如果为所有者选择自动选项，新所有者将是实体的当前所有者。
要解锁实体：
1. 在审批页面上，单击一个锁定的审批单元。
2. 在“更改状态”页面上，从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 解锁 - 解锁父实体及其所有后代
• 解锁单个 - 仅解锁父实体。

3. 单击完成。
如果在锁定或解锁过程中发生了错误，则“审批”页面中的审批单元旁边将显示“失败”状态。请单击链接以查看详细的验证报表并纠正错误。
锁定新实体
当您向层次中添加新实体时，系统会在同步过程中实施锁定。对于先前的期间，新实体会从其父代继承锁定状态。系统从应用程序中锁定了父代的第一个期间执行检查。如果锁定了父代，新实体会自动锁定。
在满足以下条件时，系统会锁定实体：
• 新实体处于 NODATA 和“未启动”状态。
• 新实体的父代处于锁定状态。
• 新实体的前一个期间处于锁定状态。
如果您不希望锁定新实体，则需要手动解锁新实体，这将导致父代解锁。
在添加新实体后，审批单元层次将处于“未同步”状态，因为您更改了元数据。
要同步审批单元层次：
1. 单击导航器图标 ，然后在工作流下方单击审批单元。
2. 选择一个标为未同步的审批单元层次，然后单击同步。系统将同步应用程序中的所有审批单元层次，以避免在一个实体属于多个层次时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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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查看同步过程的状态，请导航到“作业”控制台。“作业”列表中包括正在处理的每个审批单元层次的状态，以及错误的详细信息。
实体启动准则
如果实体是某个审批单元层次的一部分，而且该审批单元层次已分配给任何“方案/年度/期间”组合，则该实体将被视为参与审核过程。
如果实体不是某个审批单元层次的一部分，或者该审批单元层次未分配给任何“方案/年度/期间”，则该实体将被视为不参与审核过程。
对于参与审核过程的实体，只有在该实体启动了审核过程（对于“合并”模板，状态为“未锁定”；对于“自下而上”模板，状态为“正在审核”）之后，系统才允许向该实体输入数据。进行此检查是为了防止影响处于锁定状态的父代。因此，您需要启动实体才能输入实体数据。
本“启动实体”指南适用于所有数据修改过程。其中包括通过数据表单和 SmartView 的数据输入、数据加载、复制和清除数据、日记帐推送、补充数据推送、合并、转换和按需规则计算。
如果由于加载历史数据而尚未启动实体，这将影响数据加载：因为除非实体已启动，否则系统会阻止输入数据。如果您不希望在加载和调节历史数据时启动审核过程，则可以手动删除审批单元层次的审批单元分配。当您准备锁定实体时，您需要手动添加审批单元层次分配，并启动审核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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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审核任务和数据
相关主题
• 审核信息概述
• 配置审核任务
• 查看审核详细信息
• 查看任务管理器和补充数据审核详细信息

配置审核任务
默认情况下，始终为所有任务组启用审核跟踪。您可以配置和更改任何任务组的审核选项。
要为任务启用任务审核：
1. 在主页上，单击工具。
2. 单击审核。
3. 从审核信息页面上，单击配置。
4. 从配置页面上，选择一个任务组，然后单击应用。
系统将为选择的任务组启动审核。

审核信息概述
您可以使用“审核信息”功能查看用户执行的任务。您可以按任务组（例如元数据管理、表单或数据）、操作（例如添加或修改）、用户 ID、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来筛选审核的任务。
您必须是服务管理员才能查看和导出任务审核信息。
默认情况下，系统在任务审核中记录以下用户活动：
• 数据 - 单元格值和详细信息
• 元数据管理 - 添加成员或维；移动、删除和更改属性；重命名成员和维
• 数据表单定义：创建、修改和添加行
• 规则 - 通过计算脚本和业务规则（包括运行时提示）进行的更新
• 用户管理 - 添加、更改和删除的用户
• 安全性 - 对维成员、表单和业务规则的访问权限
• 清除单元格详细信息 - 用户对清除单元格详细信息、注释和附件做出的选择
• 复制数据和清除数据详细信息 - 用户对复制和清除单元格文本、附件和数据做出的选择
• 审批 - 审批单元所有者和状态
• 变量 - 替代变量和用户变量：添加、更改和删除
• 任务管理器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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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配置 - 用户对启用或禁用审核选项的任何更改
“审核报表”页面显示以下信息：
• 任务 - 任务名称
• 时间 - 日期和时间
• 属性 - 审核属性
• 操作 - 例如添加或修改
• 值 - 显示任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以及详细信息
任务管理器审核页面显示任务管理器相关对象的历史记录。系统跟踪以下任务管理器对象：
• 警报
• 属性
• 筛选器（仅限公共）
• 假日规则
• 列表（仅限公共），包括列表筛选条件和列选择
• 组织单位
• 调度
• 设置
• 任务
• 任务类型
• 团队
• 模板

补充数据审核页面显示与补充数据相关的对象的历史记录。将跟踪以下补充数据对象：
• 集合
• 收集间隔
• 数据收集期间
•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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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选器
• 表单
• 列表
• 设置
• 模板

查看审核详细信息
要查看任务审核详细信息：
1. 在主页上，单击工具。
2. 单击审核。
3. 可选：单击任务管理器审核选项卡以查看任务管理器相关对象的历史记录。请参阅“查看任务管理器和补充数据审核详细信息”
4. 可选：单击补充数据审核选项卡以查看与补充数据相关的对象的历史记录。请参阅“查看任务管理器和补充数据审核详细信息”
5. 默认情况下，审核信息页面将显示所有任务。要对任务进行筛选，请单击筛选，然后选择筛选条件：

• 任务组 - 选择一个或多个或者全部。默认值为“全部”。
– 如果选择元数据管理，系统将显示子组的列表，您可以从中选择与元数据有关的子任务：

* 全部
* 自定义维
* 成员
* 年
* 别名
* 期间
* 视图

第 32 章查看审核详细信息

32-3



* 货币
* 合并
* 方案
* 实体
* ICP

* 帐户
– 如果选择数据表单，系统将显示子组的列表，您可以从中选择与表单有关的子任务：

* 全部
* 表单
* 表单文件夹

– 如果选择数据，会显示交叉点框，您可以从中输入成员交叉点。您可以输入完整或部分成员交叉点，系统可以根据您指定的条件执行通配符搜索。
• 操作 - 选择一个或多个或者全部。
• 用户 - 输入用户 ID。您可以输入完整或部分用户 ID 信息，系统可以根据您指定的条件执行通配符搜索。
• 起始时间 - 单击日历以选择起始日期。
• 结束时间 - 单击日历以选择结束日期。

提示：
您可以选择清除以清除选择并恢复为默认值。

6. 选择完筛选条件后，单击应用。网格将显示审核表中符合筛选条件的前 1,000 条记录。您可以滚动查看所有记录。
7. 可选：

• 要将审核信息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中，请单击导出，然后按照下载说明进行操作。选择“导出”选项时，系统会将符合筛选条件的所有记录导出到
CSV 文件中。

• 要删除审核信息，请单击删除。选择“删除”选项时，系统会删除符合筛选条件的所有记录。
佳做法提示：安排对审核日志数据定期进行存档和清除（例如，在每个季度末）。这有助于防止系统中的审核日志数据在一段时间后增长过大。根据内部文档保留策略来维护存档的审核日志文件。

有关安排对审核数据定期进行存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EPM Automate》中的“自动存档应用程序审核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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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使用的是本文档的 pdf 版本：为避免出现换行和页脚信息从而导致这些脚本不可用，请从本主题的 HTML 版本复制脚本。另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EPM Automate》中的“关于复制示例脚本”。

查看任务管理器和补充数据审核详细信息
要查看任务管理器审核详细信息：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审核。
2. 选择任务管理器审核选项卡。同样，选择补充数据审核选项卡。
3. 可选：要搜索对象，请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搜索条件。
4. 可选：在筛选器栏中，从以下类别中选择筛选条件：

• 对象
• 名称
• 字段
• 修改时间
• 修改者
• 修改

注：
要隐藏筛选器栏，请单击筛选器图标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单击筛选器栏
右侧的  图标。

5. 要显示所有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列和全部显示。
6. 要显示特定的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和列，然后选择或取消选择列名。
7. 要对列重新排序，请依次选择视图和重排列序，然后选择列，并使用向上或向下箭头或者拖动它们来更改顺序。
8. 可选：要将审核信息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中，请单击导出，然后按照下载说明进行操作。选择导出 选项时，系统会将符合筛选条件的所有记录导出到 xlsx 文件（Microsoft Excel

2007 和更高版本的格式）。
佳做法是手动导出并截断审核表。否则，表可能变得过大，用户无法登录到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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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审核信息将保留 6 个月。如果要访问超过 6 个月的审核信息，请下载它并保留审核记录的副本。
• 如果已启用数据审核，则用户可以通过依次选择操作和更改历史来查看哪些数据已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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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设置任务管理器
另请参阅：
• 任务管理器术语
• 任务管理器概览
• 示例任务流
• 管理任务管理器视图、列表和筛选器
• 管理任务管理器系统设置
• 管理任务管理器属性

任务管理器术语
任务应用程序中的操作单位，例如数据输入或数据合并。超级用户可定义构成业务流程的任务。用户可以阅读任务说明、回答问题、提交、重新分配、批准和驳回任务，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或登录到应用程序来访问任务。
集成应用程序提供的服务的定义。
任务类型对通常执行的任务进行标识和分类，例如数据输入或 G/L 提取。使用“任务类型”可以设置默认信息，例如需要由用户输入的设置以及该类型的所有任务共享的问题或说明。任务类型通常基于集成类型。
执行类型终用户任务、系统自动任务和事件监控任务
模板可重复的业务流程。管理员可以为不同类型的业务流程（例如月度或季度）创建模板。
调度定义一组必须针对特定业务流程执行且按时间排序的任务，用于将模板的常规业务流程日与日历日期对齐。
仪表板此视图提供了一个门户样式的界面，包含访问调度和任务列表的视图，以及高度概括的摘要信息，您可以对其向下钻取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警报用户针对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例如硬件或软件问题）发出的通知。用户创建说明问题的警报，然后分配警报以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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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管理器概览
任务管理器帮助用户定义、执行和报告业务流程的相互依赖活动。它可以对所有任务进行集中监控，并为业务流程运行提供可视、自动且可重复的记录系统。
您可以：
• 定义任务和调度以确保任务流高效运行
• 将业务流程自动化，跟踪状态以及提供通知和警报
• 向用户发送关于未及时操作、到期日和状态更改的电子邮件通知
• 通过仪表板监控业务流程状态
• 快速采取措施来解决错误和延迟
• 分析业务流程的有效性
业务流程需要以下步骤：
1. 管理员设置用户。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指南中的“管理用户和角色”。
2. 管理员完成必需的设置过程：

• 设置组织单位。请参阅“管理任务管理器组织单位”。
• 设置全局集成令牌。请参阅“管理全局集成令牌”。
• 设置假日规则。请参阅“管理任务的假日规则”。
• 设置附件大小和其他系统设置。请参阅“设置任务管理器调控器”。
• 启用电子邮件通知。请参阅“设置通知电子邮件”。

3. 管理员审核业务流程所需的任务并设置任务类型，以确保在任务之间保持一致并利用预定义的产品集成。
请参阅“管理任务类型”。

4. 由于许多业务流程是可重复的，因此管理员可以将一组任务保存为模板，以便在未来的期间使用。请参阅“管理任务模板”。
例如，管理员可以一次性设置一个月度或季度业务流程，然后将其用于所有月份或季度。定义任务时，指定前置任务、接受者和批准者。

5. 为了启动业务流程，管理员可通过选择模板并分配日历日期来生成调度（按时间排序的一组任务）。模板中的常规任务将应用于日历日期。
请参阅“管理调度”。

6. 为了开始业务流程，管理员将调度状态从“挂起”更改为“打开”。
7. 如果需要，管理员还可以修改和监控调度。
8. 在业务流程期间，用户将收到关于已分配任务的电子邮件通知，然后单击电子邮件中的链接即可直接访问分配的任务。
9. 或者，用户也可以登录系统在不同类型的视图中查看和访问分配的任务。
10. 用户完成任务后，这些任务将发送到批准者，并且可供其他用户查看。
11. 用户可以针对遇到的问题（例如硬件或软件问题）创建警报。警报将转发给接受者和批准者，以寻求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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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此概览视频，了解更多内容。

 介绍视频
示例任务流

案例 1：超级用户
超级用户为一个即将开始的业务流程设置模板和任务。
• 超级用户登录并打开“管理模板”页。
• 超级用户为业务流程选择模板。
• 超级用户选择用于安排模板任务的日历日期，并创建一个调度。
• 然后，超级用户向该模板中添加任务。
• 超级用户打开调度，这将开始业务流程。
案例 2：超级用户
超级用户通过仪表板监控活动的状态。
• 超级用户登录到系统，检查“第 3 天”全天活动的状态。
• 该用户向下钻取以查看未完成任务的详细信息。
• 超级用户在未完成的任务中查看分配了该任务的用户提供的注释或附件。
案例 3：批准者
一个被分配为批准者的用户审核当前的任务以确定是否可以批准该任务。
• 分配的批准者接收有关即将处理的任务的电子邮件通知。
• 批准者从电子邮件中选择任务链接。
• 随即将打开“任务操作”页，该页描述了相关流程。
• 批准者审核用户在完成任务时提交的文档，以确保完整性。
• 批准者输入其他注释并批准提交内容。
• 如果需要通过另一个级别的审批，则会将任务转发给下一位批准者。如果任务是所需的后一级审批，则任务已完成，系统将运行下一个任务（如果下一个任务已就绪）。
• 批准者也可以驳回任务而不批准，在这种情况下，任务将重新分配给接受者。
案例 4：用户
一个用户登录到应用程序，查看并完成为其分配的一项任务。
• 用户登录并查看其任务。
• 用户单击所分配的任务的链接。
• 该任务的任务页面将随之启动，包括针对该任务的说明和参考文档。
• 用户查看说明和参考文档、处理更新、输入有关该任务的注释，然后将该任务提交以待审批。
• 系统会自动更新任务状态，并向所分配的批准者发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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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用户
用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通知，告知其需要完成一项数据加载任务，该用户单击电子邮件中的链接，然后完成该任务。
• 用户接收有关即将处理的任务的电子邮件通知。
• 用户在电子邮件中选择记录了所需流程的页面的链接。
• 用户查看任务说明并打开任务。
• 用户将数据加载到系统中。
• 用户输入关于任务的注释并提交任务进行审批。

管理任务管理器视图、列表和筛选器
相关主题：
• 查看任务管理器列表
• 使用列表视图
• 使用筛选器

查看任务管理器列表
任务管理器列表提供了一个中心位置，可用于管理所有任务。它显示所选“年份”、“期间”和“调度”的任务及其状态列表。
如果您是管理员，您可以查看系统中的所有可用任务，以及哪些用户正在处理这些任务。
如果您是除管理员以外的其他用户，则可以查看与您的角色相关且需要您关注的所有活动任务。
要查看任务：
1. 在主页上，单击任务。
2. 在左侧导航区中单击调度任务。
3. 选择年份、期间和调度。
4. 可选：要搜索任务，请在搜索字段中，输入要在任务列表中搜索的任何文本或数字。
5. 可选：要筛选任务列表，请单击筛选器栏中的添加筛选器并指定筛选条件。
示例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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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列表视图
列表视图显示可在屏幕上查看的记录并提供记录详细信息的向下钻取功能。
要显示更多的行，请从右侧的视图选择器中选择精简视图。
列表提供了下列报表功能：
• 可以在视图中添加或删除列并重新排序。
• 可以应用筛选器以限制列表中包含的记录。
保存列表视图
要保存列表视图：
1. 调整视图（调整筛选器、调整列或对列表排序）来查看所需数据。
2. 从操作中，单击保存列表。
3. 在保存列表对话框中，输入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和（可选）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然后单击确定。
要查看所有已保存的列表，请单击列表下拉列表选择器。
发布列表视图
管理员或超级用户还可以选择发布以使专用列表视图可供其他用户使用。单击筛选器栏右侧的筛选器图标，选择管理筛选器，然后单击发布。这样将复制已保存视图，现在有专用和公用两个版本。对于公用版本，公共列中有一个复选标记。
设置默认视图
您还可以对已发布的保存视图使用设置默认值操作。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可以将该视图设置为默认视图，这样该保存视图不仅可供该视图类型的所有用户使用，而且当用户打开该视图类型时，会默认选择该视图。

使用筛选器
您可以使用筛选功能来访问特定的任务列表，方法是单击搜索字段旁边的显示筛选器栏
图标，然后设置所需的筛选器。还可以创建/添加新筛选器，保存、删除和管理筛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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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筛选器
要添加筛选器：
1. 在主页上，单击任务。
2. 在左侧导航区中单击调度任务。
3. 在调度任务窗口中，单击添加筛选器。
4. 从 POV 筛选器栏下拉列表中选择筛选条件（例如警报）。

5. 选择必要的运算符和值；例如，等于和是。
保存筛选器
设置要保存的筛选条件后：
1. 选择筛选器栏右侧的

图标，然后单击保存筛选器。
2. 输入名称（例如 "My_Filter"）和说明（可选）。请注意，在筛选器定义 -> 筛选条件下，“警报”等于“是”。此值与添加筛选器时选择的值相同。
3. 单击确定。
4. 单击

图标，您会注意到新保存的筛选器 My_Filter 现已显示。

Note:

• 您可以通过单击每个相应的筛选器来启用您创建的筛选器。
• 要清除并重置所有内容，请选择清除所有筛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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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筛选器
在筛选器菜单中选择管理筛选器选项以处理您创建的筛选器。

筛选器窗口提供以下选项：
• 单击

以添加新筛选器。
– 输入筛选器名称和说明（可选）。
– 选择筛选器类型（警报、调度或模板）。

– 要定义筛选条件，请选择创建条件或创建条件组。

– 单击确定。
• 要编辑筛选器，请单击

。
• 要复制筛选器，请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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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删除筛选器，请单击
。单击确定确认删除。

• 要发布筛选器，请单击
。发布筛选器后，其他用户可以使用同一筛选器。

• 要管理筛选器列或对其重新排序，请单击
。

管理任务管理器系统设置
另请参阅：
• 管理全局集成令牌
• 管理任务管理器组织单位
• 管理任务的假日规则
• 更改配置设置

管理全局集成令牌
通过全局集成令牌功能，可创建参数化 URL。这些 URL 可用于各种用途。
创建 URL 时，参数将插入 URL 中。单击 URL 时，参数将替换为相应的值。
例如，下面是一段参数摘录：
…$YearName$%22%22Period%20Name%22&val6=%22$PeriodName$
%22&col17=%22Logical%20Schedules%22.%22Year%20Name%22&val7=%22$Y 
earName$
%22&col8=%22Logical%20Schedules%22.%22Deployment%20Name%22&val8=%22$ 
ScheduleNam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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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earName$ = 2012
$PeriodName$ = Jan12
$ScheduleName$ = DemoSchedule

URL 将变为：
…
%222012%22%22Period%20Name%22&val6=%22Jan2012%22&col7=%22Logical%20Schedules%
22.%22Year%20Name%22&val7=%222012%22&col8=%22Logical%20Schedules%22.%22Schedu
le%20Name%22&val8=%22DemoSchedule%22

可以基于在应用程序中定义的静态参数、文本和列表类型的属性以及分配给任务、模板和调度的以下本地属性来配置参数：
• 期间名称
• 调度名称
• 任务名称
• 任务 ID

• 年份名称
您可以从以下位置访问 URL：
• 模板：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在“说明”部分中添加模板的引用 URL 后，用户可在“说明”选项卡上单击该 URL。
• 调度：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在“说明”部分中添加调度的引用 URL 后，用户可在“说明”中单击该 URL。
• 任务详细信息：管理员、超级用户或任务所有者在“说明”部分中添加任务的引用 URL 后，用户可在“说明”中单击该 URL。
• 任务类型：管理员在“说明”部分中添加任务类型的引用 URL 后，用户可在说明选项卡中单击该 URL。
• 任务操作：任务操作的查看者可单击引用 URL。

创建全局集成令牌
按照以下准则来创建全局集成令牌：
• 令牌名称必须唯一。
• 不能修改令牌。
• 不得删除令牌。如果您尝试删除令牌，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删除全局集成令牌将会使引用它的 URL 无效。是否确定要继续?”
要创建全局集成令牌：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然后选择全局集成令牌。
3. 单击新建。
4.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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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唯一的令牌名称
• 类型：静态或任务属性
• 令牌值：

– 如果选择任务属性作为参数类型，请选择呈现 URL 时传递的值。
– 如果选择静态属性作为参数类型，请输入呈现 URL 时传递的值。

5. 单击保存。
删除令牌

要删除令牌：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然后选择全局集成令牌。
3. 选择令牌，然后单击删除。

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删除全局集成令牌将会使引用它的 URL 无效。是否确定要继续?”
4. 单击是确认删除。

管理任务管理器组织单位
通过组织单位，管理员可以建立地区、实体、业务单位、分部、部门或可能附属有任务的其他任何实体的模型。为便于报告，组织单位是分层的。
在查看层次时，管理员可以展开和折叠层次以处理层次的各个部分。

添加组织单位
要添加组织：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组织选项卡，然后选择组织单位。
3. 单击添加同级。
4. 在特性选项卡上，输入：

• 名称：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管理员可以更改名称，它不需要唯一。

• 组织单位 ID：用于在迁移时标识事务的唯一 ID。
设置组织单位后，不能更改“组织单位 ID”。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可选：父代组织：允许管理员更改层次。
• 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时区：确定哪个时区适用于组织单位。时区是可选的。如果未选择时区，则任务时区将恢复为用户的时区。
• 假日规则：确定哪个假日列表适用于组织单位。假日规则是可选的。
• 工作日：确定一周的哪些天是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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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访问权限选项卡，管理员可以在一个集中位置为查看者和注释者分配访问权限，而不必对每个任务分配访问权限。
要选择用户：
a. 单击添加。
b. 在选择查看者中，输入名字和姓氏，或者单击选择用户，然后选择用户、组或团队。
c. 在搜索结果中，选择用户并单击添加或全部添加，以将它们移动到“选定”列表。

导入组织单位
要导入组织单位：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组织选项卡，然后选择组织单位。
3. 单击导入 。

• 单击选择文件以导航到 CSV 导入文件。
组织导入格式的示例：

注：
以下部分显示了导入格式。此示例需要一个名为 "Americas" 的已有父代组织单位、一个名为 "US" 的假日规则和一个名为 "fm_user5" 的查看者。

"OrganizationalUnitID","Name","ParentOrganization","Description","TimeZon
e","H olidayRule","Calendar","Workdays","Viewer1","Commentator1"
"US2","US2","Americas","Import Organization US2 Example","ET
(UTC-05:00)","US","",2-3-5,"fm_user5",""

• 对于导入类型，选择一个选项：
– 替换：将组织单位详细信息替换为要导入的文件中的组织单位。这不会影响未在导入文件中指定的其他单位。
– 全部替换：导入一组新组织单位替换现有单位。当您希望用另一个系统中更新后的定义来替换一个系统中的单位时，此选项非常有用。未在导入文件中指定的组织单位将被删除。

• 对于文件分隔符，选择逗号、制表符或其他。
4. 单击导入。

选择组织单位
管理员在组织中定义组织单位以帮助组织和调度任务。
要选择组织：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组织选项卡，然后选择组织单位。
3. 选择某个组织。箭头表示存在子代组织。可以展开父代来选择子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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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任务的假日规则
假日规则是管理员调度任务时使用的节假日集合。
创建假日规则后，您可以将该规则应用于某个组织单位，然后将该组织单位应用于调度模板。
请参阅“将假日规则应用于组织单位”和“将假日规则应用于调度模板”。

创建假日规则
要创建假日规则：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组织选项卡。
3. 单击假日规则。
4. 单击新建。
5. 输入：

• 假日规则 ID：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假日规则 ID 是必需的，并且必须唯一。
• 名称： 多可输入 50 个字符。名称不需要唯一。
• 年份：“年份”属性相当于一个筛选器选项。您无需选择此属性的值。如果您选择了值，则会对表进行筛选以显示与选定年份关联的日期。

6. 要命名假日，请在假日部分中，单击导入 ( ) 以导入假日列表，或者单击新建并输入假日的日期和名称。
将假日规则应用于组织单位

创建假日规则后，您可以将其应用于组织单位，然后将其应用于调度。
要应用假日规则：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组织选项卡。
3. 单击组织单位。
4. 创建或编辑组织。
5. 在属性上，从假日规则下拉列表中，选择假日规则。
6. 单击保存。

将假日规则应用于调度模板
创建假日规则并将其应用于某个组织单位后，您可以将该组织单位应用于调度模板。
要应用假日规则：
1. 在主页上，单击应用程序。
2. 单击任务管理器。

第 33 章管理任务管理器系统设置

33-12



3.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4. 选择模板，单击模板右侧的操作图标，然后选择创建调度。
5. 对于调度参数，指定调度、年、期间和基准日期。
6. 在日期映射下，单击高级配置。
7. 对于组织单位，选择使用任务值或将值设置为。对于将值设置为，单击搜索图标以选择组织单位。
8. 选择您创建或编辑的包含假日规则的组织单位，然后单击确定。
9. 单击确定。

“调度参数”中的“日期映射”现在显示了假日。
导入节假日

您可以将日期导入假日规则。
要导入节假日：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组织选项卡。
3. 单击假日规则。
4. 创建或选择假日规则。
5. 在假日部分上方，单击导入 。
6. 单击选择文件以导航到 CSV 导入文件。
7. 对于导入类型，选择一个选项：

• 替换：将节假日替换为要导入的文件中的节假日。不会影响未在导入文件中指定的其他单位。
• 全部替换：导入一组新的节假日替换现有节假日。使用此选项可将一个系统中的单位替换为另一个系统中更新的定义。未在导入文件中指定的节假日将被删除。

8. 对于日期格式，从允许的日期格式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格式。日期格式不会转换。默认情况下，日期格式设置为所导出文件位置的区域设置日期格式。
9. 对于文件分隔符，选择逗号、制表符或其他。
10. 单击导入。

编辑假日规则
要编辑假日规则：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组织选项卡，然后选择假日规则。
3. 选择规则。
4. 编辑以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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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假日规则 ID 不可编辑。

• 名称：名称 多可包含 50 个字符。它不需要是唯一的。
• 年份：“年份”属性相当于一个筛选器选项。您无需选择此属性的值。如果您选择了值，则会对表进行筛选以显示与选定年份关联的日期。

5. 单击保存。
复制假日规则

要复制假日规则：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组织选项卡。
3. 单击假日规则。
4. 选择一个规则，然后单击复制。
5. 根据需要，编辑规则。

删除假日规则
如果未从逻辑上解除假日规则与组织单位的关联，就不能删除该假日规则。会显示假日规则关联的组织单位的列表。
要删除假日规则：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组织选项卡，然后选择假日规则。
3. 选择规则，然后单击删除。

更改配置设置
另请参阅：
• 允许删除注释
• 允许删除任务
• 启用电子邮件通知
• 设置任务管理器调控器
• 允许批准重新分配请求
• 重新打开任务
• 在 Smart View 中指定任务显示
• 在工作列表和欢迎面板中显示即将处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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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删除注释
通过使用允许删除注释配置设置选项，服务管理员可以决定是否允许在任务中删除注释。默认情况下，此选项为关闭状态。
要允许用户删除注释：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选项卡。
3. 选择允许删除注释。
4. 选择打开以允许删除。

允许删除任务
服务管理员可以指定是否允许删除任务。默认情况下，此选项为关闭状态。

注：
此设置仅影响正在运行的任务和已关闭的任务。

要允许用户删除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选项卡。
3. 选择允许删除任务。
4. 选择打开以允许删除。

启用电子邮件通知
服务管理员可以为任务管理器用户设置电子邮件通知。在启用了电子邮件通知时，会生成批量通知。不再需要通知时，可以禁用电子邮件通知和提醒。

注：
默认情况下，电子邮件通知处于禁用状态。

管理员还可以指定在到期日期之前多少天发送提醒通知。
在下列情况下，会通过电子邮件向接受者和批准者发送到期日期提醒通知：
• 任务管理器操作的职责发生变化 - 基于操作中的信息发送
• 缺少到期日期 - 基于操作中的信息发送
• 接近到期日期 - 在指定的天数之前提前发送
要启用电子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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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选项卡。
3. 选择电子邮件通知。
4. 对于电子邮件通知，选择开启来启动通知，或者选择关闭来禁用通知。
5. 为发件人地址输入电子邮件。您可以编辑地址来提供特定地址，或包括产品首字母缩写来提醒用户通知来自哪里。如果发件人地址字段可以编辑，则输入电子邮件。否则，将显示默认地址 no.reply@oraclecloud.com，此地址无法进行编辑。电子邮件通知也会在电子邮件的页脚包含服务名称。例如：“注意 - 这是由 EPM 任务管理器针对 efim.arcs 生成的自动电子邮件通知”。
6. 输入提前发送到期提醒的天数。
7. 选中用户指定复选框。如果管理员选中此复选框，则用户可以自定义其个人电子邮件通知设置。如果管理员未选中此复选框，用户将继承管理员所做的设置。
8. 使用电子邮件开始时间和电子邮件结束时间指定一天中发送调度的电子邮件的时间段。此设置将在每个用户的单独时区生效。

9. 指定通知类型设置。可以定义以下类型的通知：
• 过期通知
• 状态更改通知
• 到期日提醒通知

为通知我选择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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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例如，对于状态更改通知，展开任务管理器，然后再展开以选择您是警报批准者，并且警报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然后选择立即以在批准者采取操作时立即接收通知。

注：
如果您将通知我设置为立即，那么即使时间不在用户的电子邮件开始时间到结束时间范围内，也会立即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 每天一次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混合
• 从不：选择此选项可禁用通知。请注意，此选项仅适用于状态更改通知和到期日提醒通知。对于过期通知，只有以下通知类型可以获得此选项：

– 您是任务所有者，但是任务接受者已过期
– 您是任务所有者，但是任务批准者已过期

注：
对于每个通知类型，展开每个通知首选项并选择何时接收通知：例如，对于状态更改通知，展开任务管理器，然后展开并选择您是任务批准者，但是任务批准者已过期。选择每 2 小时作为通知选项。
请注意，您可以覆盖较低级别的设置（例如，将通知类型设置为每 2 小时，并将其中一个条件覆盖为每天一次）。随后，父代设置会显示混合以提供视觉指示，指明已将多个首选项设置分配给了子代级别设置。可以将该值从混合更改为其他首选项设置；子代级别设置会更改为新设置。
如果管理员在服务中禁用了电子邮件通知，则会暂停通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通知类型和设置”。
另请参阅《使用 Tax Reporting》中的“设置通知电子邮件”。

管理通知类型和设置
服务管理员可以在通知类型下为所有用户定义所有任务管理器通知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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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通知选项
Table 33-1    过期通知类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务批准者，但是任务批准者已过期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接受者，但是任务接受者已过期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所有者，但是任务接受者已过期 • 从不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所有者，但是任务批准者已过期 • 从不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状态更改通知选项
Table 33-2    状态更改通知类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警报接受者，并且警报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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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3-2    (Cont.) 状态更改通知类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警报批准者，并且警报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警报所有者，并且警报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所有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警报所有者，并且警报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警报所有者，并且警报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警报所有者，并且警报状态更改为“已完成”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警报查看者，并且警报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所有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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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3-2    (Cont.) 状态更改通知类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警报查看者，并且警报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警报查看者，并且警报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警报查看者，并且警报状态更改为“已完成”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调度所有者，并且调度已创建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调度所有者，并且调度状态更改为“打开”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调度所有者，并且调度状态更改为“已关闭”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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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3-2    (Cont.) 状态更改通知类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调度所有者，并且调度状态更改为“已锁定”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调度查看者，并且调度已创建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调度查看者，并且调度状态更改为“打开”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调度查看者，并且调度状态更改为“已关闭”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调度查看者，并且调度状态更改为“已锁定”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接受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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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3-2    (Cont.) 状态更改通知类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务批准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后备接受者，并且没有主要接受者 • 从不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后备批准者，并且没有主要批准者 • 从不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授权者，并且调度状态更改为“打开”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所有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所有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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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3-2    (Cont.) 状态更改通知类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务所有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已关闭”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所有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强制关闭”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所有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已中止”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查看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查看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查看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已关闭”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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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3-2    (Cont.) 状态更改通知类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务查看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强制关闭”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查看者，并且任务状态更改为“已中止”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日记帐提交者，日记帐需要推送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日记帐批准者，日记帐需要审批 • 从不
• 立即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到期日提醒通知选项
Table 33-3    到期日提醒通知类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务批准者，但是任务处于“有风险”状态 • 从不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第 33 章管理任务管理器系统设置

33-24



Table 33-3    (Cont.) 到期日提醒通知类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务接受者，但是任务处于“有风险”状态 • 从不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所有者，但是任务处于“有风险”状态 • 从不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接受者，并且接受者的到期日在 1 天内 • 从不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您是任务批准者，并且批准者的到期日在 1 天内 • 从不
• 每 2 小时
• 每 3 小时
• 每 4 小时
• 每 6 小时
• 每天一次

设置任务管理器调控器
在任务管理器中，您可以在各种系统设置上设置调控器。系统提供了默认设置，您可以减少默认值或将其增大至 大值。例如，您可以指定要在列表中显示的 大行数。
• 列表中显示的 大项数：确定列表视图（例如“调度任务”）中显示的 大行数。
• 高批准者级别：确定对任务进行审核时可以深入到的级别数。
• 选择 大的文件上传大小 (MB)：确定用户可以上传的 大附件文件大小。此设置可帮助管理员根据应用程序安装环境的限制进行调整。
要设置任务管理器调控器：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选项卡。
3. 在管理系统设置页面上，单击调控器。
4. 指定 大值，或者保留默认设置：

• 列表中显示的 大项数：默认值为 10000。
• 高批准者级别：选择 1 到 10 之间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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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大的文件上传大小 (MB)：选择 5 MB 到 100 MB 之间的值（按 5 MB 递增）。
5. 单击保存。

允许批准重新分配请求
管理员可以指定哪些工作流用户可以直接执行和批准重新分配请求，而不必将请求提交给管理员或超级用户进行审批。
然后，用户可以从他们的工作列表中批准重新分配请求。
当任务所有者不可用时，如果需要服务管理员批准重新分配请求，则服务管理员还应当查看重新分配请求。
要允许工作流用户执行重新分配：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选项卡。
3. 选择重新分配请求。
4. 对于允许以下批准者批准重新分配请求，选择一个或多个选项：

• 管理员
• 超级用户
• 用户

重新打开任务
在任务管理器中，用户有时可能需要重新打开任务。管理员可以指定是否允许重新打开已打开或关闭的任务。
要允许重新打开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选项卡。
3. 选择重新打开。
4. 设置在什么条件下允许重新打开接受者或批准者在处理的已打开任务。对于任务状态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或“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

• 不允许：这是默认选项，在已打开的任务被提交或批准后，接受者或批准者无法更改该任务的工作流。
• 允许所有批准者：允许批准了任务的批准者将工作流退回给他们自己。
• 允许所有接受者和批准者：允许提交了任务的接受者或批准了任务的批准者将工作流退回给他们自己。

5. 设置在什么条件下允许重新打开已关闭的任务。对于任务已关闭：
• 不允许：这是默认选项，用户将无法重新打开已关闭的任务。
• 允许 终批准者：仅允许 终批准者重新打开工作流并将其退回给他们自己。
• 允许所有批准者：允许批准者重新打开工作流并将其退回给他们自己。
• 允许所有接受者和批准者：允许任务的接受者和批准者重新打开工作流并将其退回给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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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Smart View 中的任务显示
可以通过选择要显示的列（例如任务属性）来配置从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启动任务管理器任务时这些任务的显示。
要选择要在 Smart View 中显示的列：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系统设置选项卡。
3. 选择 Smart View。
4. 在列选择下，从可用列表中选择要显示的列，然后单击添加箭头键以将其移到选定列，或单击删除以删除列。

多可以选择 30 个列，并可根据需要对列重新排序。
5. 单击保存以保存您的选择。

在工作列表和欢迎面板中显示即将处理的任务
作为管理员，您可以决定在工作列表和欢迎面板的工作流中仅显示当前任务还是同时显示当前任务和即将处理的任务。
如果启用当前任务和即将处理的任务，用户将可以查看当前可以处理的项以及即将处理的工作流中的项。例如，用户可以查看应由其批准但因编制者尚未完成任务而目前不可用的即将处理的任务。
您还可以选择在显示任务时显示说明（默认），或按任务 ID/组织单位显示任务。
默认情况下，系统将只显示当前任务。
要设置要显示的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选项卡。
3. 选择工作列表和欢迎面板。
4. 为工作流选择一个选项：

• 仅显示当前任务
• 显示当前任务和即将处理的任务

5. 为可选字段选择一个选项：
• 说明（默认值）
• 任务 ID

• 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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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任务管理器属性
属性是用户定义的字段，它们由管理员集中定义并在多个位置使用。
您可以为属性指定不同的值类型：日期、日期/时间、整数、列表、多行文本、数字、
True/False、文本、用户以及是/否。例如，您可以定义一个名为“自动提交”的自定义属性，其值类型为“是”或“否”。当您将“自动提交”属性分配给某个项目时，您可以对必须由外部用户执行的任务将该属性设置为“是”。
如果选择“列表”类型，则可以定义值选择列表。例如，您可以定义一个名为“销售区域”的列表属性，其值为“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
您可以创建、编辑和删除属性。

注：
您可以创建或导入的 大任务管理器属性数为 10,000。

定义任务管理器属性
要定义任务管理器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属性选项卡。
3. 单击新建，然后在属性选项卡上指定以下属性：

• 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注：
您在创建对象时可以使用以前用过但已删除的名称。以前链接到已删除对象的任何对象都将关联到新对象。

• 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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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 日期
– 日期/时间
– 整数：允许使用介于 -2147483648 和 2147483647 之间的值。对于合计，指定属性的合计方法：

* 无（默认值）：不计算合计。
* 平均值：有数据的行的平均值。没有数据的行不会计入分母
* 计数：包含数据的行的计数。
* 总和：相加合计。

– 列表：单击列表值以输入问题的有效答案列表。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多行文本：单击格式，并指定行数（3 到 50 行）。“多行文本”决定了在不滚动屏幕的情况下，在“操作”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多少行文本。 大长度应在 4,000 个字符以内。

如果您希望在操作对话框中包括附件部分，请选中包括附件。
– 数字：输入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7 位整数和 9 位小数）。单击格式并选择数字格式设置选项：

* 对于小数位数，输入要显示的小数位数值。
* 对于显示为百分比，如果您希望显示百分比，请选择此选项。
* 如果希望数字显示千位分隔符（例如 1,000.00），请选择千位分隔符选项。
* 对于货币符号，选择一个货币符号；例如 $（美元）。
* 对于负数，选择如何显示负数；例如 (123)。
* 对于比例，选择数字的比例值；例如 1000。

– 文本： 多输入 4000 个字符。
– True/False

– 用户
– 是/否

• 计算：选择此项可以在计算选项卡中为属性添加逻辑和数学函数。
请参阅“定义计算属性”。

定义计算属性
使用计算属性，您可以添加逻辑和数学函数来推导属性值。这些属性可以嵌入在其他计算属性中以生成复杂的函数。计算属性是只读属性。只能根据调度对其进行计算。
调度：您可以添加任何计算，无论是否将计算明确分配给任务，都会执行计算。
模板：您不能将选择了“计算”选项的自定义属性添加为列或可筛选属性。
当管理员将属性添加到“操作”对话框中的“属性”部分时，这些属性可供工作流用户查看。管理员可以将访问权限设置为“不显示”，从而限制某些角色的访问权限。例如，对于计算属性 XYZ，管理员可以将访问权限设置为查看者: 不显示，这样便不会向仅具有查看者角色的用户显示
XYZ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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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用户角色均可在视图和 Portlet 中将计算属性添加为列。此外，也可以在“筛选器”面板中将它们添加为可筛选属性。
要定义计算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属性选项卡。
3. 单击新建，然后在属性选项卡上输入属性名称，然后选择属性类型。
4. 选择 计算选项。
5. 在计算选项卡上，选择计算类型。
可以从以下计算类型中进行选择。可用类型由属性类型（文本和整数等）确定。
• 将值分配给列表：将自定义值分配给列表类型的属性
• 将列表分配给值：将自定义列表值分配给不同属性的值。仅限列表类型的属性使用。
• 条件：条件计算 (If - Then - Else)

• 脚本形式：自由形式的脚本计算。仅限整数、多行文本、数字或文本类型的属性使用。
下表列出了可供每个属性类型使用的计算类型。

属性类型 将值分配给列表 条件 脚本形式 将列表分配给值
日期
日期/时间
整数 X X X列表 X X多行文本 X X X数字 X X X文本 X X X
True/False X用户
是/否 X

计算定义
使用脚本形式计算类型可以输入自由形式的计算公式。您可以使用添加属性和添加函数：
• 添加属性：选择一个属性，并在“计算定义”框中光标所在位置插入该属性。如果光标在一个单词或属性的中间，则该单词/属性将在定义中替换。脚本格式会在新属性名称两边添加大括号 {}。

唯一可用的属性是“调度”属性。
• 添加函数：选择一个函数，并将该函数添加到计算定义中。在添加的函数中，每个参数都有占位符。
例如，在计算定义中插入 DATE_DIFF 函数：
DATE_DIFF(<Date1>, <Date2>, <Type>)
然后用属性替换占位符：

第 33 章管理任务管理器属性

33-30



DATE_DIFF( {Start Date}, {End Date}, 'DAYS')

数字和日期函数
• 绝对值：返回指定数字的绝对值。如果数字小于零，则返回其正值。如果指定数字等于或大于零，则返回指定数字。

ABS(<Number>)
• 添加月：返回与开始日期相差指定月数的日期。该日期始终处于指定的偏差月内。如果开始日期所在的那一天超过了偏差月中的 后一天，则将使用偏差月的 后一天。例如，

EDate (31-Jan-2017, 1) 返回 (28-Feb-2017)。对于 Months，输入开始日期之前或之后的月数。月数为正值将产生将来的日期。负值将产生过去的日期。
ADD_MONTH(<Start Date>, <Months>, <Length>)
示例：ADD_MONTH(DATE(2017, 2, 15) 3)

• 日期：基于在年、月和日指定的整数值返回日期值。
DATE(<Year>, <Month>, <Day>)

• 日期差异：返回两个日期之间相差的年数、月数、天数、小时数、分钟数或秒数。对于
DATE 1 和 DATE 2，可使用值 TODAY 和 NOW，它们分别表示当前的日期（没有时间要素）和日期时间。
DATE_DIFF(<Date1>, <Date2>, <Type>)
示例：DATE_DIFF( {Start Date}, 'TODAY', 'DAYS')

• 天：以整数返回日期所在的那一天
DAY(<DATE>)

• 提取文本：返回值中自指定位置起的子字符串。
SUBSTRING(<Value>, <Location>, <Length>)
示例：SUBSTRING( {Name}, 4, 10)

• If Then Else：允许您向脚本形式的计算中插入条件计算。也可以嵌套 IF_THEN_ELSE 计算以支持 ELSE IF 类型的计算。
IF_THEN_ELSE(<Condition>, <Value1>, <Value2>)
示例：IF_THEN_ELSE( ( {Priority} = 'Low'), 1,IF_THEN_ELSE( ( {Priority} =
'Medium'), 2, IF_THEN_ELSE( ( {Priority} = 'High'), 3, 0)))
示例：IF_THEN_ELSE( ( {Priority} = 'Low'), 'Good' IF_THEN_ELSE( ( {Priority}
= 'Medium'), 'Better'. 'Best') )

• Instring：返回值中子字符串的索引。
INSTRING(<Value1>, <Value to Search>)
示例：INSTRING({Name}, 'a')

• Length：接受文本值作为参数，并返回表示文本中的字符数的整数。如果值为空/null，则计算将返回 0。
Length ({<attribute>})
示例： LENGTH("Value") 将返回 5，LENGTH({Name}) 将返回对象名称中的字符数。
可将该计算与 SUBSTRING 结合使用来提取文本值的 后四个字符。
SUBSTRING( {MyString}, LENGTH ({MyString})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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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写：以小写形式返回值
LOWERCASE(<Value>)
示例：LOWERCASE ({Task Code})

• 大值：返回属性列表中的 大值。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参数。
MAX <Value1>, <Value2>, <ValueN>)
示例：MAX( {Scripted Substring Loc a}, {Scripted Substring Loc s},
{Scripted Substring Loc t} )

• 小值：返回属性列表中的 小值。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参数。
MIN (<Value1>, <Value2>, <ValueN>)
示例：MIN( {Scripted Substring Loc a}, {Scripted Substring Loc s},
{Scripted Substring Loc t} )

• 月：以整数返回日期所在的月份 (1-12)

MONTH (<DATE>)
• 幂：将一个数提升为另一个数的指数幂。

POWER(x,y)，其中 x=基数，y=指数，x 和 y 可以是属性或计算（只要它们是数字）。
示例：POWER(3,4)=81

注：
分数值将数字还原为其根。例如，POWER(27, 1/3) = 3 ，即多维数据集根。
负值将执行指数计算的逆运算。例如，POWER(2, -2) = 1 / (2^2) =
1 / 4 = .25。

• 舍入：返回舍入到指定小数位数的值
ROUND <Attribute>, <Decimal Places>)
示例：ROUND( ({Scripted Substring Loc t} / 7), '4')

• 文本位置：返回值中子字符串的索引，1 表示第一个位置。
INSTRING(<Value>, <Value To Search>)
示例：INSTRING( UPPERCASE( {Name} ), 'TAX' )

• 大写：以大写形式返回值。
UPPERCASE(<Value>)
示例：UPPERCASE( {Name} )

• 年：以整数返回日期所在的年份。
YEAR (<DATE>)

计算验证
当您保存计算时，会执行以下验证检查：
• 计算的语法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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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中指定的属性和函数是否存在。
• 函数的参数是否正确。
• 是否不存在循环回路。

导入列表属性
要导入列表类型的任务管理器属性：
1. 采用 TXT 文件格式创建一个列表属性的导入文件，每个值独占一行。

例如：
Blue
Yellow
Red
Green

导入选项始终为“全部替换”。
2.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3. 单击左侧的属性选项卡。
4. 选择类型列表的属性，然后单击编辑。
5. 单击导入 。
6. 对于文件，单击选择文件，找到 TXT 导入文件，然后选择文件分隔符。
7. 单击导入。导入列表值将显示列表值总计、完成的列表值、出错的列表值、创建的列表值和更新的列表值。

如果成功完成，请单击确定。
如果已完成，但有错误，系统会列出错误。要导出错误列表，请单击导出到 Excel。

编辑属性
您可以编辑自定义任务管理器属性的名称。如果属性类型是“列表”，您还可以添加、重命名或删除列表值。
要编辑任务管理器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属性选项卡。
3. 选择一个属性，然后单击编辑。
4. 编辑属性名称。

注：
如果属性是“列表”类型，您可以添加、重命名或删除列表值。保存自定义属性后，您不能更改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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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
将更新所有相关模板、调度、任务类型或任务。

复制属性
您可以复制属性。
要复制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属性选项卡。
3. 选择要复制的属性，然后单击复制。
4. 单击关闭。

删除属性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属性。删除某个属性时，系统将删除对该属性的所有引用。
要删除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属性选项卡。
3. 选择要删除的属性，然后单击删除。
4. 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查看属性
在“属性”中，您可以指定要为属性列表显示哪些列，或指定显示全部列。您也可以对列重新排序、按升序或降序对列排序以及更改列宽。
要显示列：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属性选项卡。
3. 执行以下一个或多个任务：

• 要显示所有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列和全部显示。
• 要显示特定的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和列，然后选择或取消选择列名。
• 要对列重新排序，请依次选择视图和重排列序，然后选择列并使用向上或向下箭头或者拖动它们来更改顺序。
• 要对列排序，请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上方直到显示排序图标，然后单击按升序排序或按降序排序。
• 要更改列宽，请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分隔线上方直到显示箭头，然后将列拖动到所需的宽度。

第 33 章管理任务管理器属性

33-34



搜索属性
可以使用“属性”列表中的“搜索”功能查找任务管理器任务的属性。可以输入完整或部分名称进行搜索。使用筛选器栏，可以控制在列表中看到的属性。默认情况下，将显示所有属性。
要搜索任务管理器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属性选项卡。
3. 要搜索属性，请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搜索条件。
4. 可选：在筛选器栏中，单击类别以显示其他搜索运算符，例如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开头为和结尾为。

您可以使用以下类别筛选属性：名称、类型、计算、创建者、创建时间、上次更新者或上次更新时间。

注：
• 单击添加筛选器以查看所有类别。
• 要隐藏筛选器栏，请单击筛选器图标。
•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单击

图标中的清除所有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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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为任务管理器管理团队
团队定义并设置有所有者、接受者、批准者和查看者角色。管理团队时，不是在任务中向给定用户分配这些角色，而是向团队分配角色。管理员和超级用户可以添加、编辑和删除团队。

注：
单个用户可以直接或间接分配到 多 1,000 个团队。

相关主题：
• 为任务管理器添加团队和成员
• 编辑任务管理器的团队和成员
• 搜索和筛选团队及成员
• 删除团队和成员
• 管理后备分配
• 在任务管理器中请求重新分配

为任务管理器添加团队和成员
要添加团队和成员：
1. 在主页上，单击工具。
2. 单击访问控制
3. 单击团队选项卡。
4. 单击新建。
5. 在定义团队屏幕上，为每个团队输入：

• 名称
• 说明
• 选择任务管理器选项卡，然后为团队选择一个或多个角色：

– 管理员
– 超级用户
– 用户
– 查看者

• 要添加成员：
a. 在成员下，单击  添加。
b. 输入部分或完整名字、姓氏，或者单击搜索以选择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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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搜索结果部分中，单击添加或全部添加以将所选项添加到选定列表。
d. 单击确定。

6. 在“团队”对话框中，选择主要用户以使该用户的任务默认为“已申请”状态。

注：
随后其他团队成员可以申请任务。

7. 单击确定。
编辑任务管理器的团队和成员

您可以编辑任务管理器的团队和成员，还可以查看和更改当前的团队分配。任务管理器用户列表显示用户所属的组织，他们具有的角色，并提供了更改访问安全性的方法。
要编辑任务管理器的团队或成员：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访问控制。
2. 单击团队选项卡。
3. 选择一个团队，然后单击编辑 。
4. 编辑团队和成员，然后单击确定。
5. 单击确定。
6. 可选：要查看用户所属的团队，请单击任务管理器用户选项卡。

任务管理器用户列表显示名称、用户登录（用户 ID）、状态（可用或不可用）以及用户所属的团队列表。
7. 单击编辑以编辑用户或团队信息。

搜索和筛选团队及成员
使用搜索字段和筛选器选项，可以控制在团队和成员列表中看到的记录。
要搜索团队或成员：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访问控制。
2. 单击管理团队选项卡。
3. 要搜索团队，请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搜索条件。
4. 可选：从筛选器栏中，单击一个类别以显示其他搜索运算符，如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开头为和结尾为。

您可以使用以下类别筛选团队：名称、说明、创建者、创建时间、上次更新者或上次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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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要隐藏筛选器栏，请单击筛选器图标
•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单击

图标中的清除所有筛选。

删除团队和成员
以下准则适用于删除在模板或调度中使用的团队：
• 如果已在模板中将某个团队分配到任务，则无法删除该团队。要删除该团队，请首先从其分配到的所有任务中删除它。
• 如果在调度任务中使用团队，则允许删除。即使没有新任务可以使用该团队，调度任务也仍然可以看到该团队。
要删除团队或成员：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访问控制。
2. 单击团队选项卡。
3. 要删除团队，请选择一个团队，单击删除，然后在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4. 要移除成员，请双击一个团队名称，然后在编辑团队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成员并单击移除。
5. 单击确定。
6. 在管理团队上，单击关闭。

管理任务管理器用户
在访问控制下，您可以使用任务管理器用户来访问有关系统中用户的信息。以下字段可用作“用户列表”上的列或筛选器。
您可以确定要显示的列，筛选列表，然后导出为 csv 或 Excel 格式。
要查看有关用户的详细信息，请双击用户名，随后将显示用户详细信息对话框。
• 名称 - 用户的全名。默认情况下，列和筛选器处于选中状态。
• 上次登录日期 - 用户上次登录的日期和时间。
• 时区 - 在各用户的用户首选项中设置的时区
• 组织 - 分配给用户的组织列表。
• 表单集成者 -（是/否）指示用户是否为任何补充数据表单的集成者。这包括使用“组”和“团队”进行的间接分配。
• 表单批准者 -（是/否）指示用户是否为任何补充数据表单的批准者。这包括使用“组”和“团队”进行的间接分配。
• 表单编制者 -（是/否）指示用户是否为任何补充数据表单的编制者。这包括使用“组”和“团队”进行的间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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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批准者 -（是/否）指示用户是否为任何任务管理器任务的批准者。这包括使用“组”和“团队”进行的后备分配和间接分配。
• 任务接受者 -（是/否）指示用户是否为任何任务管理器任务的接受者。这包括使用“组”和“团队”进行的后备分配和间接分配。
• 工作流角色 - 任务或表单中分配给用户的角色（任务接受者、表单批准者 1、任务查看者等）。
• 角色 - 分配给用户的 高外部角色。
• 电子邮件 - 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 组 - 用户所属组列表。
• 团队 - 用户所属的一组团队。默认情况下，列处于选中状态。
• 状态 - 用户状态（“可用”或“不可用”）。默认情况下，列和筛选器处于选中状态。
• 用户登录 - 用户 ID。默认情况下，列和筛选器处于选中状态。
示例

针对用户单击清除设置会将以下内容恢复到为此用户设置的默认值：
• 在仪表板上选择的列和大多数“管理”对话框（例如，“管理属性”对话框）
• 仪表板中的排序
• 仪表板中应用的筛选器
• 仪表板上各种开关和控件的状态
• 导入对话框的默认日期格式

管理后备分配
仅当主要用户是指定的用户而不是团队或组时，才能为接受者和批准者角色分配后备。
• 接受者：适用于基本任务（不是自动任务）
• 批准者：适用于基本任务和自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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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管理员不能作为分配模板、调度和任务的所有者的后备。

要为任务分配后备：
1. 打开您要为其分配后备的任务。
2. 选择工作流选项卡，然后同时选择接受者和后备用户。
3. 单击保存并关闭。

在任务管理器中请求重新分配
只能由明确分配了主要工作流角色（作为指定用户）的用户发出重新分配请求。重新分配请求不能由后备角色提交，也不能由分配了主要角色的团队/组的成员提交。
通过提交重新分配任务的请求，接受者和批准者可以对一个或多个任务的接受者或批准者分配提出异议。
从“任务操作”对话框中，工作流用户（接受者和批准者）可以请求重新分配他们在选定任务或选定任务和将来任务中的工作流角色。这些请求需要审批。管理员和调度/模板所有者仍可使用“编辑任务”对话框重新分配任务而不需要审批。
要请求重新分配任务：
1. 在主页上，单击任务。
2. 选择左侧的调度任务选项卡。
3. 从操作中，选择请求重新分配。
4. 如果您知道重新分配的用户，请启用  至用户，然后输入或搜索姓名。

注：
如果您不知道新用户，请提交请求，但不指定用户的名称。

5. 通过选择以下选项重新分配任务：
• 选定任务 - 仅重新分配调度任务
• 选定任务和将来任务 - 重新分配调度任务和源模板中的相应任务

6. 输入重新分配的理由。
7.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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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管理任务类型
另请参阅：
• 任务类型
• 创建任务类型
• 查看任务类型历史记录
• 编辑任务类型
• 查看任务类型
• 搜索任务类型
• 导入任务类型
• 导出任务类型
• 删除任务类型

任务类型
任务类型是保存的经常执行的任务的定义。它们用于标识业务流程期间经常执行的任务并对其分类，例如“数据输入”或“总帐提取”。通过任务类型，可以设置默认信息，例如必须由用户输入的设置以及该类型的所有任务共享的问题或说明。例如，如果您有一组需要由负责数据加载的用户回答的问题，则可以创建一个“数据加载”任务类型，其中包含所需的问题。创建数据加载任务时，可以选择“数据加载”任务类型，相应问题将自动包括在任务中。
在默认情况下，安装了两个预定义的任务类型：
• 基本任务：基本任务类型不包括说明、问题和属性。
• 父代任务：允许您创建父代任务来定义任务层次。
要创建和管理任务类型，您必须分配有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安全角色。“超级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任务类型，但是只能查看其他人的任务类型。

创建任务类型
使用“任务类型”可以为任务设置默认信息，例如需要由用户输入的设置，或者该类型的所有任务共有的问题或说明。
要创建任务类型：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任务类型选项卡。
3. 单击新建。
4.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类型属性
• 设置任务类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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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任务类型说明
• 指定任务类型问题
• 使用任务类型规则
• 查看任务类型历史记录

设置任务类型属性
使用“属性”选项卡可以设置名称、ID 和说明，并可以关联集成类型。
对于“ 终用户”类型，如果所有前置任务条件都已经满足，则可以允许接受者在调度时间之前打开挂起任务。
要设置任务类型属性：
1. 创建新的任务类型。

默认显示属性选项卡。
2. 输入任务类型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3. 输入可用于标识任务类型的任务类型 ID。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4. 输入任务类型的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5. 要指定集成，请单击放大镜以搜索和选择集成，然后单击确定。选择某个集成将使任务类型能够继承该集成的参数。
6. 可选：对于“ 终用户”类型，选择允许提前启动，允许接受者在调度开始时间之前打开任务。
7.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类型参数
• 指定任务类型说明
• 指定任务类型问题
• 使用任务类型规则
• 查看任务类型历史记录

设置任务类型参数
通过“参数”选项卡可以设置任务类型的参数。

注：
仅当您选择的集成具有必须定义的参数时，“参数”选项卡才可用。可以在任务类型级别或任务级别设置参数值。

某些任务包含特殊的参数，每次将这些参数应用于调度时都需要对其进行更改。例如，每次将“数据输入”任务的日期驱动参数添加到调度中时，可能都需要将其设置为当前月份。设置任务类型参数时，您可以指定在调度过程中可以覆盖哪些参数。
要设置任务类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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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依次单击任务类型选项卡和新建。
3. 输入任务类型名称和任务类型 ID。
4. 选择参数选项卡。
5. 按要求输入参数值。
6. 可选：要在调度时能够覆盖参数，请选择调度时覆盖。
7.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类型属性
• 指定任务类型说明
• 指定任务类型问题
• 使用任务类型规则
• 查看任务类型历史记录

指定任务类型说明
您可创建一组有关完成任务的说明。您也可以添加对文档、文件或网站 URL 的引用。例如，您可以附加一个策略文档作为参考，或者附加一个指向产品说明指南的链接作为参考。
要指定说明：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依次单击任务类型选项卡和新建。
3. 输入任务类型名称和任务类型 ID。
4. 选择说明选项卡。
5. 在说明中，输入说明文本。
要添加引用：
1. 在引用部分中，单击添加。
2. 从类型列表中选择下列类型之一：

• 本地文件：单击选择文件以选择并附加文件，输入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 URL：输入 URL 和 URL 名称；例如 http://www.oracle.com, Oracle，然后单击确定。

注：
您可以使用添加附件对话框中提供的拖放功能来添加一个或多个附件。如果需要，可以在名称字段中对附件进行重命名。如果拖放多个附件，可以一次上传它们。
必须访问添加附件对话框才能正确地拖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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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要删除某个引用，请选择该引用，然后单击删除。

3.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类型属性
• 设置任务类型参数
• 指定任务类型问题
• 使用任务类型规则
• 查看任务类型历史记录

指定任务类型问题
您可以指定任务类型问题，这些问题应用于该任务类型的所有任务。

注：
对于使用自动的“集成”的任务类型，“问题”选项卡不可用。

要指定问题：
1. 创建新的任务类型。
2. 选择问题选项卡。
3. 单击新建。
4. 在新建问题对话框的问题中输入问题文本。
5. 从类型列表中选择一个问题类型：

• 日期
• 日期/时间
• 整数
• 列表：输入问题的有效答案列表。
• 多行文本： 大长度应在 4,000 个字符以内。

对于行数，输入介于 3 行和 50 行之间的值。“多行文本”决定了在不滚动屏幕的情况下，在“操作”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多少行文本。
如果您希望自定义属性包括附件部分，请选择附件。

• 数字：选择格式设置选项以覆盖系统设置的首选项部分中设置的默认值。
– 对于小数位数，输入要显示的小数位数值。
– 选择显示为百分比以显示百分号。
– 选择千位分隔符以显示千位分隔符（例如 1,000.00）。系统将根据用户的区域设置显示千位分隔符符号。
– 对于货币符号，选择货币；例如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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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负数，选择如何显示负数；例如 (123)。
– 要缩放数值，请在比例中选择 1000 到 1000000000000 之间的值。

• True/False

• 文本： 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
• 用户
• 是/否

6. 分配角色。分配角色的目的是确定哪个角色可以回答问题：
• 接受者
• 批准者
• 所有者
• 查看者
当重新安排问题顺序时，您只能在角色内重新安排顺序。

7. 如果问题是必需的，请选择必需。
对于分配给“所有者”或“查看者”角色的问题，必需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8. 单击确定保存该问题。
9. 可选：要更改问题的顺序，请选择问题，然后单击移至顶部、上移、下移或移至底部。
10. 可选：要编辑某个问题，请选择该问题并单击编辑。要删除某个问题，请选择该问题并单击删除。
11. 单击保存并关闭保存任务类型。
12.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类型属性
• 设置任务类型参数
• 指定任务类型说明
• 使用任务类型规则
• 查看任务类型历史记录

分配任务类型属性
为了在系统中查找任务类型，您可以对任务类型应用属性。选择一个属性后，可根据属性类型为属性设置一个值。随后，您可以根据该属性值进行筛选。
例如，您可能定义了一个名为“销售区域”的“列表”属性，包含值“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当前的任务类型仅适用于西部销售区域，因此您可以添加“销售区域”属性并将其设置为“西部”。
要应用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任务类型选项卡，然后单击新建。
3. 输入任务类型名称和任务类型 ID。
4. 选择属性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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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管理员分配属性并提供属性的值。
要添加属性，请单击添加。输入：
• 属性：从已定义属性的列表中选择一个属性。
• 类型：此字段不可编辑；它由属性填充。
• 值：选择与属性类型关联的值；例如：为带格式的“数字”属性选择数值，为“列表”属性选择列表，为“多行文本”属性选择多行无滚动的显示文本，为“用户”属性选择姓名，为“是/否”属性选择“是”或“否”。
• 访问权限：所有角色都具有查看访问权限，除非在“访问权限”框中另外指定。

要为每个角色添加访问权限：
a. 单击添加。
b. 选择一个角色：所有者、接受者、批准者（应用程序中当前使用的每个批准者级别分别具有不同的角色）或查看者。
c. 选择角色访问权限类型之一。

– 不显示：不会在“任务操作”对话框中或者任何仪表板、列表视图或报表中看到此属性。
– 允许编辑：能够添加、更改和删除属性的值，但要遵循可编辑性规则。
– 必需：需要为属性提供值。必需选项适用于接受者和批准者。在提供值之前，会阻止接受者提交，并阻止批准者批准。

d. 单击确定。
5. 单击确定。
6.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类型属性
• 设置任务类型参数
• 指定任务类型说明
• 指定任务类型问题
• 使用任务类型规则
• 查看任务类型历史记录

使用任务类型规则
任务类型规则会应用于同一任务类型的所有任务，因而是将规则应用于成组任务的方便机制。在“任务类型”对话框中配置的规则会向下传播到“编辑任务”对话框，显示在该对话框中的“规则”选项卡上，对于模板任务，规则采用只读形式，而对于调度任务，则会复制规则。
可用的任务类型规则：
• 自动批准任务：仅当满足指定的条件时，才会自动完成指定的审批。

可应用于此规则的条件示例：如果属性具有指定的值（包括计算属性）
当满足条件时，会将指定的批准者级别标记为完成，从而使工作流前进到下一个审批级别，如果不存在更高的审批级别，则前进到“已关闭”状态。
当任务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时运行“自动批准任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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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提交任务：如果满足指定的条件，则自动提交任务。
当满足条件时，会将接受者角色标记为完成，从而使工作流前进到第一个审批级别，如果不存在审批级别，则前进到“已关闭”状态。
当任务状态从“挂起”更改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时运行“自动提交任务”规则。

• 阻止任务审批：此规则根据属性值或其他特征阻止任务审批。当批准者单击批准时运行此规则。
• 阻止任务提交：此规则根据属性值或其他特征阻止任务提交。当接受者单击提交时运行此规则。
要使用任务类型规则：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任务类型选项卡。
3. 单击一个任务类型，然后单击编辑。
4. 选择规则选项卡。可以查看以下信息：

• 顺序：优先顺序
• 规则：规则的名称
• 条件：选择运行规则必须满足的各种条件

5. 要编辑规则，请在“规则”选项卡上，单击编辑并更新：
• 规则：选择规则。
• 说明：可选。解释为什么配置此规则以及应该如何使用它。
• 消息（在一些规则中使用，如下所述）：

– 给批准者的消息：定义在阻止任务审批规则中发送给批准者的可选消息。
– 给接受者的消息：定义在阻止任务提交规则中发送给接受者的可选消息。

• 批准者级别：对于特定规则，选择将规则用于所有级别或选择批准者级别。

注：
必须在自动批准任务规则和阻止任务审批规则中设置批准者级别。

• 选择创建筛选器并填写条件部分，或选择使用保存的筛选器并选择一个筛选器。为规则选择和配置的筛选器决定了触发要应用的规则的条件。
• 对于条件，选择一个选项：

– 使用保存的筛选器：条件部分显示与保存的筛选器关联的条件的只读版本。
– 创建筛选器：条件部分处于启用状态。

连接词、源、属性、运算符及值在该部分中的行为和在现有的高级筛选器功能中一样。
• 对于筛选任务，指定应为其选择条件的任务：

– 当前任务
– 任何前置任务
– 特定任务：提供任务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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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规则定义进行更改时，其他信息将添加到审核日志中。您可以在历史记录选项卡以及审核报表中查看更改。

6.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类型属性
• 设置任务类型参数
• 指定任务类型说明
• 指定任务类型问题
• 查看任务类型历史记录

查看任务类型历史记录
系统维护着任务类型操作的历史记录，可通过“查看任务类型”对话框查看历史记录。“历史记录”选项卡显示已更新的组件、修改类型、新值和旧值、进行修改的用户以及更改日期。“历史记录”选项卡上的信息为只读的，不可更改。
要查看任务类型历史记录：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任务类型选项卡。
3. 选择某个任务类型并单击编辑。
4. 选择历史记录选项卡。
5. 完成后，单击保存并关闭或取消。

编辑任务类型
在“任务类型”对话框中，您可以编辑任务类型。例如，可以添加或删除属性、编辑参数、添加或删除问题、编辑说明，或更改问题顺序。
编辑任务类型可能会对基于此任务类型创建的任务产生影响。对于模板中的任务，影响是即时生效的。任务类型更改（说明、问题等等）会自动在该类型的任务中更新。如果您在调度中编辑任务类型，则没有影响。
要编辑任务类型：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任务类型选项卡。
3. 选择要编辑的任务类型。
4. 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 选择任务类型右侧的操作图标，然后选择编辑。
• 单击编辑图标。
• 右键单击并选择编辑。

5. 选择要编辑其信息的选项卡，然后编辑任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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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保存并关闭。
查看任务类型

在“任务类型”中，您可以指定要在任务类型列表中显示的列，或指定显示全部列。还可以更改列的顺序，按升序或降序对列进行排序，或者更改列宽。
要显示列：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任务类型选项卡。
3. 执行以下一个或多个任务：

• 要显示所有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列和全部显示。
• 要显示特定的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和列，然后选择或取消选择列名。
• 要对列重新排序，请依次选择视图和重排列序。选择列，然后使用向上箭头或向下箭头或者拖动这些列来更改顺序。
• 要对列排序，请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上方直到显示排序图标，然后单击按升序排序或按降序排序。
• 要更改列宽，请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分隔线上方直到显示箭头，然后将列拖动到所需的宽度。

搜索任务类型
您可以使用“任务类型”列表中的“搜索”功能查找任务类型。可以输入完整或部分名称进行搜索。使用筛选器栏，可以控制在列表中看到的任务类型。默认情况下，将显示所有任务类型。
要搜索任务类型：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任务类型选项卡。
3. 要搜索任务类型，请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搜索条件。
4. 可选：在筛选器栏中，单击类别以显示其他搜索运算符，例如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开头为和结尾为。

您可以使用以下类别筛选任务类型：名称、任务类型 ID、集成、执行类型、创建者、创建时间、说明、上次更新者、上次更新时间 n 和用户创建。

注：
• 单击添加筛选器以查看所有类别。
• 要隐藏筛选器栏，请单击筛选器图标。
•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单击

图标，然后单击清除所有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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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任务类型
您可以从文本文件导入任务类型或部分任务类型信息。该过程与将任务导入模板类似。

注：
任务类型规则无法导入。请使用迁移导入任务类型规则。

要导入任务类型，您必须具有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安全角色。
要导入任务类型：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任务类型选项卡。
3. 依次单击操作和导入。
4. 单击选择文件并导航至相应文件。
5. 选择导入类型：

• 替换：将任务类型的定义完全替换为导入文件中的定义。此选项使用要导入的文件中的信息来替换任务类型的所有详细信息。这不会影响未在导入文件中指定的任务类型。
系统将显示一个警告，提示将修改与导入文件中的任务类型 ID 相匹配的任务类型。如果不希望覆盖任务类型，请单击取消。

注：
您可以选中保留附件复选框，以保留将被替换的任务类型的附件。

• 更新：更新任务类型的部分信息。此选项不会完全替换任务类型的详细信息。仅更新文件中指定的任务类型属性的详细信息。
6. 选择日期格式。

从允许的日期格式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格式。日期格式不会转换。默认情况下，日期格式设置为所导出文件位置的区域设置日期格式。
7. 为导入文件选择文件分隔符。选择逗号、制表符，或者选择其他以指定任意单个字符作为其他分隔符。
8. 单击导入。

导出任务类型
您可以将任务类型导出到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可以在 Excel 中读取该文件，然后修改并重新导入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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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任务类型规则无法导出。请使用迁移导出任务类型规则。

要导出任务类型：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任务类型选项卡。
3. 选择一个或多个任务类型，依次单击操作和导出。
4. 在导出任务类型对话框中，从以下导出选项中选择：

• 对于行，选择所有任务类型或选定任务类型。
• 对于格式，选择带格式的数据或供将来导入的无格式数据。

5. 依次单击导出和关闭。
删除任务类型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任务类型。要删除任务类型，您必须具有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安全权限。

注：
如果有任务属于某个任务类型，则不能删除该任务类型。

要删除任务类型：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任务类型选项卡。
3. 选择要删除的任务类型。
4. 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 依次选择操作和删除。
• 单击删除图标。
• 右键单击并选择删除。

5. 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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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管理任务模板
任务模板定义了业务流程所需的可重复任务集。它用作创建调度的基础。您可以为不同类型的流程创建模板。
模板任务并不分配到日历中的特定日期，而是使用通用日来定义，例如，第 -3 天、第 -2 天、第 -1 天、基准日，具体取决于流程活动。创建调度时，将模板中定义的任务流应用到日历日期。
如果您是“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则可以查看、创建、编辑和删除模板。

注：
您可以创建或导入的 大任务模板数为 10,000。

创建任务模板
您可以为业务流程中的特定任务创建模板。
创建模板时，可以分配用户或组作为查看者。
观看此视频，详细了解如何创建任务模板。

 创建任务模板。
要创建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单击新建。
4. 在模板节中输入必要的信息：

• 设置模板属性
• 指定模板说明
• 将查看者分配到模板
• 应用模板属性
• 指定日标签
• 可包含嵌入的模板
• 使用模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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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模板属性
可以使用“属性”选项卡指定模板名称、说明、所有者和时间跨度。
您必须为每个模板分配一个模板所有者，模板所有者必须是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当前 ID 是默认所有者。模板所有者还是模板中所有任务的默认所有者，除非在任务级别用其他值覆盖该默认值。
模板中的任务按照以数字表示的模板日来组织。每个模板都有一个基准日期。您可以指定“基准日”之前和之后的天数让模板跟踪。“基准日”之前的那些天可以表示为“第 -5天”、“第 -4 天”等。“基准日”之后的那些天可以表示为“第 3 天”、“第 4 天”等。即使您不指定“基准日”前后的天数，模板中也至少有一天（“基准日”）。
要设置模板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在新建模板或编辑模板对话框中的属性选项卡上，输入：

• 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 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组织单位

4. 输入模板的时间跨度。
• 为基准日之前的天数选择一个数字。
• 为基准日之后的天数选择一个数字。

5. 可选：如果模板仅用作嵌入式模板，则选择仅用作嵌入式。
如果启用了此选项，则不允许部署该模板。这可防止错误地部署模板。

6. 对于所有者，可使用默认所有者或单击选择所有者 。当您单击搜索来选择要分配为所有者的用户时，将会显示只配置了管理员或超级用户角色的管理员或超级用户。Shared Services 组的任何成员都可以担当该角色，但是同一个人不能担当多个角色。
7. 在模板节中输入必要的信息：

• 指定模板说明
• 将查看者分配到模板
• 应用模板属性
• 指定日标签
• 可包含嵌入的模板
• 使用模板规则

指定模板说明
可以在模板中指定关于完成业务流程的说明。用户可在模板中的任务中查看这些说明。这些说明也传递到每个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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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想提供其他详细信息，以帮助用户了解模板的用途及如何完成任务。您可以附加其他参考。
您可以在“调度任务”和“模板任务”列表中轻松查看任务是否包括说明。您可以向列表视图中添加“说明”列并查看任务的文本说明。
要指定模板说明：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在“新建模板”或“编辑模板”对话框中，选择说明选项卡。
4. 在说明中输入模板中的每个任务都将包含的说明文本。
5. 单击确定。
要添加引用：
1. 在引用部分中，单击添加。
2. 从引用类型列表中，选择下列类型之一：

• 本地文件：单击选择文件以选择并附加文件，输入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 URL：依次输入 URL 和 URL 名称；例如：http://www.oracle.com., Oracle，然后单击确定。
要将引用文件或 URL 一次添加到多个模板：
a. 导航到模板主页。
b. 您可以进行多选（突出显示多行或使用 SHIFT 键选择多行），依次单击操作和添加引用，然后单击文件 或 URL。
您还可以使用添加附件对话框中提供的拖放功能来添加一个或多个附件。如果需要，可以在名称字段中对附件进行重命名。如果拖放多个附件，可以一次上传它们。
必须访问添加附件对话框才能正确地拖放附件。

3. 在模板节中输入必要的信息：
• 设置模板属性
• 将查看者分配到模板
• 应用模板属性
• 指定日标签
• 可包含嵌入的模板
• 使用模板规则

将查看者分配到模板
在“查看者”选项卡中，您可以将查看者权限分配给有可能要查看调度中的任务的用户，以及要对使用模板生成的任务进行调度的用户。您可以将多个用户分配为一个模板的查看者。可以为查看者分配团队或组。“超级用户”查看者可以用只读方式查看模板详细信息和模板任务。查看者无法访问模板，仅能以只读方式访问从模板生成的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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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仅具有任务查看者角色的用户可以回答问题。

要分配查看者权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在“新建模板”或“编辑模板”对话框中，选择查看者选项卡。
4. 单击添加。
5. 要按用户、组或团队进行搜索，请单击搜索用户，然后选择用户、组或团队。
6. 输入完整或部分用户名，然后单击搜索。
7. 要确定具体的用户，请单击高级，然后输入用户 ID、电子邮件地址或说明。
8. 从搜索结果列表中选择用户，然后将其移到选定窗格。
9. 有关用户的其他详细信息，例如团队、组或角色，请单击详细信息。
10. 单击添加或全部添加，可将用户移至选定列表。

提示：
要删除用户，请选择他们，然后单击删除或全部删除。

11. 在模板节中输入必要的信息：
• 设置模板属性
• 指定模板说明
• 应用模板属性
• 指定日标签
• 可包含嵌入的模板
• 使用模板规则

应用模板属性
为了在系统中查找模板，您可以对模板应用属性。选择一个属性后，可根据属性类型为属性设置一个值。随后，您可以根据该属性值进行筛选。
例如，您可能定义了一个名为“销售区域”的“列表”属性，包含值“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当前的模板仅适用于西部销售区域，因此您可以添加“销售区域”属性并将其设置为“西部”。
要应用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从新建模板或编辑模板对话框中，选择属性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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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添加。
5. 从属性列表中选择一个属性。类型字段不可编辑；它由属性填充。
6. 对于值，请从下拉列表中为属性选择一个值，或输入一个值（具体操作取决于属性）。
7. 单击确定。
8. 在模板节中输入必要的信息：

• 设置模板属性
• 指定模板说明
• 将查看者分配到模板
• 指定日标签
• 可包含嵌入的模板
• 使用模板规则

指定日标签
您可以自定义模板日的名称。编辑某天的名称不会更改其排列顺序。
在模板中创建的日标签会被复制到通过该模板创建的任何调度。
要指定日标签：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从新建模板或编辑模板对话框中，选择日标签选项卡。
4. 选择要重命名的那一天。
5. 将那一天的默认名称改为一个自定义名称。 多可输入 20 个字符。
6. 单击确定。
7. 在模板节中输入必要的信息：

• 设置模板属性
• 指定模板说明
• 将查看者分配到模板
• 应用模板属性
• 可包含嵌入的模板
• 使用模板规则

可包含嵌入的模板
通过将一个任务模板嵌入另一个模板，将可以在另一模板中重复使用该模板中的任务。调度某个模板的任务时，会同时调度被嵌入模板的任务。
例如，您可能有两个基本相同的流程，只是其中一个流程包含一些额外的任务。您可以指定将一个模板嵌入到第二个模板中，这样，如果更改了一个模板，则不需要更新另一个模板。当您生成调度时，它将包括来自另一个模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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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只允许存在一层嵌入。例如：如果模板 A 嵌入在模板 B 中，那么模板 B 就不能嵌入到其他模板中。

被嵌入模板不是可直接部署的任务模板，而是供直接部署的其他模板使用。“管理模板”屏幕包含这些列以标识被嵌入模板：
• 嵌入式：当前模板中嵌入的模板的列表。如果无模板，则为空白。
• 被嵌入：当前模板嵌入到的模板的列表。如果无模板，则为空白。
默认情况下不会显示这些列，但可从“查看”菜单访问这些列。
要嵌入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要找到以前嵌入的模板，请依次单击查看和列，然后选择被嵌入或被嵌入的模板。
4. 从新建模板或编辑模板对话框中，选择被嵌入的模板选项卡。
5. 在可用模板列表中选择要嵌入的模板。
6. 单击移动将该模板移至被嵌入的模板列表中。

提示：
要删除一个或多个模板，请从被嵌入的模板列表中选择模板，然后单击删除或全部删除，将其移至可用模板列表中。

7. 单击确定。
8. 在模板节中输入必要的信息：

• 设置模板属性
• 指定模板说明
• 将查看者分配到模板
• 应用模板属性
• 指定日标签
• 使用模板规则

使用模板规则
模板规则会应用于模板中的所有任务，这些规则也会应用于成组的任务。在模板对话框中配置的规则将应用于调度对话框和编辑任务对话框，它们以只读形式显示在规则选项卡上。
模板规则：
• 自动批准任务：如果满足指定的条件，则自动完成指定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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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应用于此规则的条件示例：
– 属性具有指定的值（包括计算属性）
– 前置任务包含具有指定值的属性
当满足条件时，此规则会使指定的批准者级别标记为完成，工作流会前进到下一个审批级别，如果不存在更高的审批级别则会关闭。
当任务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时运行此规则。

• 自动提交任务：如果满足指定的条件，则会自动提交任务。
当满足条件时，此规则会使接受者角色标记为完成，从而使工作流前进到第一个审批级别，如果不存在审批级别，则前进到“已关闭”状态。

注：
– 当任务状态从“挂起”更改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时运行“自动提交任务”规则。“自动提交任务”规则遵循前置任务关系。仅当“结束时结束”前置任务已完成而未出错且“因出错而结束时结束”前置任务已完成时，才会运行此规则。当“结束时结束”前置任务被用户或规则关闭时，会检查正在运行的后置任务，并在必要时触发“自动提交任务”规则。
– 当任务缺少参数时，不会触发“自动提交任务”规则。

• 阻止任务审批：此规则根据属性值或其他特征阻止任务审批。当批准者单击批准时运行此规则。
• 阻止任务提交：此规则根据属性值或其他特征阻止任务提交。当接受者单击提交时运行此规则。
要使用模板规则：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打开模板。
4. 选择规则选项卡。您可以查看与模板关联的规则的以下相关信息：

• 顺序：优先顺序
• 规则
• 条件：运行规则必须满足的各种条件

5. 要创建或编辑规则，请在规则选项卡上单击新建或编辑并更新：
• 规则：选择规则。

注：
对规则定义进行更改时，其他信息将添加到审核日志中。您可以在历史记录选项卡以及审核报表中查看更改。

• 说明：可选。解释为什么配置此规则以及应该如何使用它。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批准者级别：选择所有级别或批准者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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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创建筛选器并填写条件部分，或选择使用保存的筛选器并选择一个筛选器。为规则选择和配置的筛选器决定了触发要应用的规则的条件。
• 条件：

– 使用保存的筛选器：条件部分显示与保存的筛选器关联的条件的只读版本。
– 创建筛选器：条件部分处于启用状态，您可以单击创建条件或创建条件组以指定条件。

连接词、源、属性、运算符及值在该部分中的行为和在现有的高级筛选器功能中一样。
• 筛选任务：指定应为其选择条件的任务：

– 当前任务
– 任何前置任务
– 特定任务：提供任务 ID

6. 要删除或复制规则或者对规则重新排序，请单击相应的按钮并按照说明进行操作。
7. 在模板节中输入必要的信息：

• 设置模板属性
• 指定模板说明
• 将查看者分配到模板
• 应用模板属性
• 指定日标签
• 可包含嵌入的模板

查看模板历史记录
系统维护着模板操作的历史记录，可通过“模板”对话框查看历史记录。“历史记录”选项卡显示已创建或已更新的组件、修改类型、旧值和新值、进行修改的用户以及更改日期。“历史记录”选项卡上的信息为只读信息。
要查看模板历史记录：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选择要查看历史记录的模板，然后单击编辑。
4. 选择历史记录选项卡。
5. 单击确定。

打开模板
您可以从“模板”对话框中打开和处理模板。
要打开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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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模板中，选择一个模板。
4. 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 单击模板右侧的操作图标，然后选择编辑。
• 单击该模板。
• 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编辑。

向模板中添加任务
您可以向任务管理器模板中添加任务。每项任务都有开始日期和时间。 终用户任务添加到模板时还有结束日期和时间。模板中的开始日期对应于模板日，而不是日历日。

注：
可以添加到任务管理器模板的 大任务数为 500,000。

要向任务管理器模板添加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选择并打开一个模板。

如果您有大量模板，请在搜索框中输入完整或部分名称，以从选择对话框中的列表中搜索模板。
4. 根据需要添加任务。
5. 单击确定。

编辑模板
您可以编辑任务管理器模板以更改属性，例如模板名称和“基准日”前后的天数。如果减少“基准日”前后的天数，则与这些天相关联的任务也会随之删除。编辑模板对之前从该模板生成的调度没有任何影响。
可以在模板中编辑、复制和删除任务。
您必须在源模板中编辑来自被嵌入模板的任务。
要编辑任务管理器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选择一个模板并单击编辑。
4. 编辑模板属性。
5.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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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任务导入模板
您可以将任务或部分任务数据从文本文件（例如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导入模板。例如，您可以在 Excel 行中输入任务定义，将文件另存为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然后将其导入模板。您还可以使用导入功能快速添加多个重复任务：只需编辑文本文件中的字段并导入该文件，而无需创建多个单个的任务。

注：
将任务导入模板前，您必须指定一个在模板中唯一的任务 ID，以确保不存在具有相同 ID 的任务。

要导入任务，您必须具有编辑模板的安全权限。
将任务导入模板中时，有以下选项可用：
• 替换：将任务的定义替换为导入文件中的定义。此选项使用要导入的文件中的详细信息来替换任务详细信息。这不会影响模板中未在导入文件中指定的其他任务。
• 更新：更新任务的部分信息。例如，在导入文件中，您可能更改了任务说明，重新分配了所有者、接受者和批准者，或者删除了某些属性并添加了新属性。您可能还对大量任务执行了相同更改，例如，向 400 个任务中的 100 个任务添加新属性。更新选项不会完全替换任务详细信息。仅更新文件中指定的任务属性的详细信息。例如，如果导入文件仅包含一个任务说明列，则该任务的名称、接受者、属性及其他特性都不会受影响。
• 删除：基于文件中提供的任务 ID 列表删除任务和关联信息。执行删除操作所需的信息是一个包含任务 ID 列的文件。
要向模板中导入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选择要向其导入任务的模板。
4. 单击导入任务。
5. 输入要导入的文件的名称或单击选择文件以查找文件。
6. 选择一个导入选项：

• 替换：将任务的定义替换为导入文件中的定义。这不会影响未在导入文件中指定的其他任务。

注：
您可以选中保留附件复选框，以保留将被替换的任务的附件。

• 更新：更新任务的部分信息。例如，在导入文件中，您可能更改了任务说明，重新分配了所有者、接受者和批准者，或者删除了某些属性并添加了新属性。您可能还对大量任务执行了相同更改，例如，向 400 个任务中的 100 个任务添加新属性。更新选项不会完全替换任务详细信息。仅更新文件中指定的任务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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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详细信息。例如，如果导入文件仅包含一个任务说明列，则该任务的名称、接受者、属性及其他特性都不会受影响。

注：
系统将显示一个警告，提示将修改模板中与导入文件中的任务 ID 相匹配的任务。如果不希望覆盖任务，请单击取消来取消导入流程。

• 删除：基于文件中提供的任务 ID 列表删除任务和关联信息。执行删除操作所需的信息是一个包含任务 ID 列的文件。
7. 选择日期格式。

从允许的日期格式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格式。日期格式不会转换。默认情况下，日期格式设置为所导出文件位置的区域设置日期格式。
8. 为导入文件选择文件分隔符。选择逗号或制表符。选择其他以将任意其他单个字符指定为其他分隔符。
9. 单击导入。
• 如果导入成功，则会显示“导入成功”对话框，其中指明了模板名称、包含任务的文件的名称以及导入的任务总数。单击确定。
• 如果发生任何错误，导入流程将停止运行，并且“导入错误”对话框将显示错误。查看错误，然后单击确定返回到“模板”页面。
表 36-1    排除导入错误
错误 解决方案
任务 ID 重复 检查重复的任务 ID。任务 ID 在模板或调度内必须是唯一的。请参阅“创建任务”。
任务名称太长 任务名称 多可包含 80 个字符。请参阅“设置任务属性”。
组织值 -“值无效” 组织值不能为空白，不能包含项目符号或多行。

任务导入文件格式
可以使用任务导入文件指定要导入到模板中的任务信息。第一行仅包含用于标识该列数据的列标题，例如 TaskName。每个任务都在单独的行中定义。
必须在 TaskID 列中为文件中的每个任务提供一个唯一 ID。使用数字 ID 来唯一标识前置任务和父代任务。例如，当您在 Parent 列中输入父代任务时，请输入该任务的数字 ID，而不是任务名称。
使用“替换”或“全部替换”选项时，可以添加、删除和移动列，但是不能删除必需的列。使用“更新”选项时，除了 TaskID 或 TaskTypeID（在导入任务类型时），没有必需的列。每一列中的数据都必须与第一行中的列 ID 相匹配。
许多列 ID 的值可以是不确定数量的值。例如，某个任务可能具有许多查看者。您可以通过修改结尾编号来添加参数，如 Viewer4 和 Viewer5 等。
附加到批准者、问题或引用的列 ID 的编号仅表示与其他批准者、问题或引用的相对顺序。更新这些项时，系统按批准者、问题或引用的名称来进行匹配，而不考虑文件格式列中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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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替换问题文本、批准者或引用名称，必须使用“替换”模式。选择“更新”模式时，如果文件名不匹配，系统将仅添加一个新问题、批准者或引用。
文件中所有的文本查找行都必须与存储在应用程序中的值相匹配。例如，如果您要导入任务类型，则在设置应用程序时必须已指定任务类型的值。对于列标题组，如果其中一组有特定编号，则其他成员也必须有同样的编号。例如，如果有 QText5，则必须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 QType5。

注：
当需要在导入文件（例如，在 Instructions 中）创建多行文本时，使用以下语法指示换行：'\n'。请勿使用硬回车分隔文本行。

列 ID Description 类型
TaskID 任务 ID。 长为 80 个字符。 文本
TaskName 任务名称 文本
TaskType 任务类型 文本查找
Description 任务的完整说明。 长为 1000 个字符。 文本
Priority 任务优先级（高、中、低） 文本查找
StartDate 开始日期，以模板日计算（例如 -5、

0、1 和 12）
对于调度，开始日期必须是采用区域设置格式的日历日期。

整数

StartTime HH:MM（24 小时）格式的开始时间，例如：13:00
整数

EndDate 仅限用户任务，以模板日计算（例如
-5、0、1 和 12）
对于调度，结束日期必须是采用区域设置格式的日历日期。

整数

EndTime 仅限用户任务，格式为 HH:MM（24小时），例如：13:00
整数

Duration 任务持续时间，以分钟为单位（仅限自动任务） 数字
Owner 任务所有者 文本查找
Assignee 任务接受者（仅限用户任务） 文本查找
Active 任务是否为活动状态。仅适用于模板导入。 布尔
StartEarly 是否允许接受者在调度开始时间之前打开挂起任务 布尔
RunAs RunAs 用户名。仅适用于系统自动任务。 文本查找
Instruction 说明文本。 大为 2 GB。 文本
Reference# 说明引用（URL 和内容服务器引用） URL

RefText# 引用名称，用于 URL 引用 文本
RefType# 引用类型（URL、文档） 文本查找

第 36 章任务导入文件格式

36-12



列 ID Description 类型
RefURL# 引用 URL，用于 URL 引用 URL

RefDocId# 引用文档 ID，用于文档引用 整数
Approver# 批准者级别 用户名
Viewer# 任务查看者 用户名
QText# 对于问题，是必需的。问题的文本。长为 255 个字符。 文本
QType# 对于问题，是必需的。问题的数据类型（文本、成员、True/False 等） 文本查找
QReq# 对于问题，是必需的。问题是否必须回答？（Yes 或 No） 布尔
QList# 问题的值列表，由 | 符号分隔，例如

Red|Green|Blue|Yellow。
文本查找

QCurrSymbol# 问题 X 的货币格式 文本
QDecPlaces# 问题 X 的小数位后的有效数字位数 数字
QNegNumFmt# 问题 X 的负数格式 文本：- 或 ( )

QScale# 问题 X 的比例格式 数字，以量级 1000 等表示
QThouSep# 问题 X 的千位分隔符指示符 布尔
Attribute# 属性名称，例如 Color 文本查找
AttrVal# 属性值，例如 Red。 长为 255 个字符。 文本
AttrDisplay 属性是否显示给用户（在任务操作对话框中） 布尔
Param# 参数名称 文本查找
ParmVal# 参数值 文本
Parent 任务父代的任务 ID 任务 ID

Predecessor# 前置任务 ID（在 A 列中） 任务 ID

PredType# 必需项。前置任务类型（例如，前置任务结束时开始）。 文本查找
PredTemplate# 前置任务的模板或调度的名称，如果前置任务属于不同的模板或调度 文本

导入任务类型时，将使用以下列：
• TaskTypeID

• IntegrationType

• ParamOverride# - 是否可以覆盖参数
提供了一个示例任务导入文件。它包含下列动态参数，您可以修改这些参数：
• 两个问题
• 两个属性
• 两个说明引用
• 三个前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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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批准者
将任务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可以将任务从模板导出到 CSV 格式的平面文件中，然后使用 Microsoft Excel 修改该文件。例如，可以将任务从测试安装中的模板导出，然后导入到生产安装中的模板。从模板导出任务时，它们将保存到 CSV 文件中。
要导出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在模板中，选择要从中导出任务的模板。
4. 单击导出任务。
5. 单击保存文件，然后单击确定。
6. 选择文件的保存位置，然后单击保存。

在模板中重新分配用户
您可能需要定期为不同的任务重新分配用户。例如，您可能创建了一个模板并为一个用户分配了某些任务，但随后该员工离开了公司，而另一名员工承担了这些任务。您可以使用“模板”对话框中的“重新分配”功能自动更改分配，而无需手动搜索、打开和编辑各个任务。使用“重新分配”功能可快速查找与一名用户相关的任务，并将它们重新分配给另一名用户。
您可以一次为多个模板重新分配用户。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具有大量模板，这会很有用。
您可以选择重新分配用户所适用的角色。例如，如果选择“所有者”角色，则系统重新分配用户时，仅使用那些已分配为任务所有者的用户。
重新分配任务时，将立即向重新分配的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要重新分配用户：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为其重新分配用户的模板。
4. 依次选择操作和重新分配用户。
5. 对于查找用户，输入搜索条件以搜索要替换的用户：

a. 单击查找用户，然后在选择用户对话框中，输入用户的名字或姓氏，然后单击搜索。
b. 从结果中选择用户，然后单击确定。

6. 单击替换为，然后针对要为其重新分配任务的用户输入搜索条件。
7. 为必须重新分配的用户选择角色：

• 所有者
• 接受者
• 批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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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者
8. 单击重新分配。

该过程结束时，系统将显示“重新分配用户 - 成功”消息，表明用户重新分配已完成；并显示模板名称和已完成的用户重新分配总数。
从模板创建调度

可以从模板创建调度。从模板创建调度将用模板中的任务填充该调度。如果源模板具有被嵌入的模板，将包括被嵌入模板中的任务。模板说明、查看者和属性也将添加到该调度。
从“编辑模板”对话框中基于模板创建调度。“末项调度”列显示从每个模板创建的 后一项调度。“调度”列显示从每个模板创建的总调度数。
要从模板创建调度，您必须具有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角色。
可以使用 REST API 从模板创建任务调度。这允许您创建自动例程来生成所有定期任务调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EST API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中的“部署任务管理器模板”。
调度以“挂起”状态启动，以便您有机会对定义进行 终更改。
将模板任务从模板添加到调度时，可以基于它们与模板基准日的关系为其分配日历日期。日期还可以纳入调度中的非工作日，如果您指定了这些日期的话。例如，如果“基准日”为星期五，而您选择不包括周末，则“第 1 天”的任务将置于下个星期一。“日期映射”显示分配给每个模板日的默认日历日期。可以使用“日期映射”功能调整日期分配。
一个模板中的任务可以具有其他模板中的前置任务。从模板创建调度时，可以选择将调度中的前置任务作为其他模板中具有前置任务的任务的前置任务。可使用“前置任务链接”选项卡来选择调度中的前置任务。“前置任务链接”选项卡列出其他模板中具有前置任务的所有任务，以便您为这些任务选择调度中的前置任务。

提示：
从模板创建调度时，可以全局更新某个任务类型的任务参数，如果参数已经启用了覆盖选项。请参阅“设置任务类型参数”。

要基于模板创建调度：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选择要调度的模板。
4. 如果模板成功通过了验证，请创建调度。单击右侧的操作图标 ，然后选择创建调度，或单击列表上方的创建调度图标。

在 调度参数选项卡上，输入下列字段：
• 调度：调度的名称。
• 年份：选择调度年份。
• 期间：选择调度的期间。
• 基准日期：选择要分配给模板基准日的日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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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映射：
– 组织单位
– 日历日
– 工作日
– 高级配置对话框：

单击高级配置以覆盖调度中所有任务的组织单位和工作日配置。

提示：
您可创建一个全局模板并让该模板为每个区域实体创建正确的调度，考虑实体的假期日历、时区和工作日配置。

* 组织单位
选择下列项之一：
* 使用任务值：选择组织单位值
* 将值设置为：选定组织单位将应用于调度中的所有任务（即使模板中的任务包含不同的组织单位值）。由于所有任务具有相同的组织单位，因此“模板”对话框中调度上的“日期映射”面板中的组织单位将显示为“只读”。

* 工作日：如果您未向任务分配组织单位，并且未使用“覆盖工作日”功能，则应用程序将使用以下默认值：星期一至星期五是工作日，星期六和星期日是非工作日。
– 单击日期映射：对于您要修改其日期分配的每个模板日，请在日期列中，输入新日期。

注：
日标签应用于日期映射内的日期。即，无论模板的日级别是什么，都将相同内容应用于所映射日期的调度。
日映射可能因日期映射中的组织单位而有所不同。如果没有组织单位分配到模板级别，则将“未分配”日映射应用于调度。如果模板分配有组织单位，则将该组织单位的日映射分配到调度。
对于映射到同一日期的多日，将使用逗号连接日标签。非工作日将具有空白日标签。
“组织单位”下拉列表用于日期映射。它仅包含“未分配”和与模板相关的组织单位。
“创建调度”对话框中的“组织单位”下拉列表用于日期映射，而不是用于已创建调度的组织单位。它仅包含“未分配”和与模板相关的组织单位。

5. 可选：选择前置任务链接选项卡，选择包含前置任务的调度，在“分配的任务”列表中，选择前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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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选择覆盖参数选项卡，查看参数，对于您要修改的每个参数，在新值列中输入新值。

注：
覆盖参数选项卡仅显示其任务类型中至少有一个参数启用了“覆盖”选项的任务。

7. 单击创建调度。
将创建调度并用模板中的任务、说明和查看者填充该调度。该调度具有“挂起”状态。默认情况下，创建调度后将在一个视图中打开该调度。
检查调度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手动验证模板
您从模板创建调度时，系统会首先自动对模板进行验证，检查是否违反唯一性，任务之间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依赖关系以及日期先后顺序是否不匹配。例如，不应该有循环的前置任务。
您可以手动验证模板。在您将任务从文件导入模板后，验证操作对于检查问题特别有用。
验证结果将显示模板名称、状态和错误消息。可以按模板名称或状态对验证结果列表进行排序。
要手动验证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从模板中，选择要验证的一个或多个模板。
4. 单击验证。

如果不存在任何错误，验证结果将显示“模板有效”消息。如果出错，将显示错误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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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任务管理器模板
在“模板”对话框中，您可以指定要在模板列表中显示的列，或指定显示全部列。您还可以更改列的相对顺序，按升序或降序对列排序，或更改列宽。
要显示列：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执行以下一个或多个任务：

• 要显示所有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列和全部显示。
• 要显示特定的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和列，然后选择或取消选择列名。
• 要对列重新排序，请依次选择视图和重排列序。选择列，然后使用向上箭头或向下箭头或者拖动这些列来更改顺序。
• 要对列排序，请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上方直到显示排序图标，然后单击按升序排序或按降序排序。
• 要更改列宽，请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分隔线上方直到显示箭头，然后将列拖动到所需的宽度。

搜索模板
您可以使用“模板”列表中的“搜索”功能快速查找任务管理器模板。可以输入完整或部分名称进行搜索。使用筛选器栏，可以控制在列表中看到的模板。默认情况下，将显示所有模板。
要搜索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要搜索模板，请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搜索条件。
4. 可选：在筛选器栏中，单击类别以显示其他搜索运算符，例如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开头为和结尾为。

您可以使用以下类别筛选模板：名称、所有者、组织单位、基准日之后的天数、基准日之前的天数、被嵌入、仅用作嵌入式、嵌入式模板、说明、创建者、创建时间、上次更新者或上次更新时间。

注：
• 单击添加筛选器以查看所有类别。
• 要隐藏筛选器栏，请单击筛选器图标。
•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单击

图标中的清除所有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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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模板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任务管理器模板。要删除模板，必须拥有对模板的安全权限。
删除某个模板会将该模板从可用模板列表中删除，并删除与该模板相关联的任务。这不会直接影响正在运行的调度，但是，某些报表和仪表板量度可能使用模板将各种调度运行链接在一起，如果删除此模板，则无法执行该操作。
要删除任务管理器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
3. 选择模板，然后单击删除。
4. 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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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管理任务
任务是业务流程中的核心操作单元，例如数据输入或数据合并。
每个任务根据其任务类型会有不同的参数。如果您具有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安全权限，则可以创建、编辑或删除任务。
请参阅“创建任务”。
另请参阅：管理服务

创建任务
可以向模板或调度添加任务。如果在模板中创建任务，可以用“基准日”前后的天数分配开始和结束日期。如果在调度中创建任务，则选择日历日期作为开始和结束日期。
您可以将任务归组到父代任务下，以提供简化的业务流程视图。在查看较高级别的父代任务之后，可钻取到底层任务。父代任务的子代任务可具有与父代任务不同的任务所有者。
您可以使用下列任一方法创建任务：
• 将“任务类型”拖放到视图中的模板或调度上。
• 右键单击任务，然后选择新建。
然后输入任务信息：
• 设置任务属性
• 设置任务参数
• 指定任务说明
• 选择工作流
• 添加任务问题
• 设置任务查看者
• 设置前置任务
• 应用任务属性
• 使用任务规则
•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观看这些视频，详细了解如何创建任务。

 创建任务
以下教程包含有关创建任务的其他信息：

 在任务管理器中查看、更新和添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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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任务属性
使用“属性”对话框，您可以设置任务名称、任务 ID、说明、任务类型、优先级、开始和结束日期或持续时间。
您还可以使用“属性”指定任务所有者和接受者。如果所有者或接受者无法处理任务（因为病假、休假、已离开公司或仅仅因为太忙），您可以重新分配与任务、模板或调度相关联的用户。模板、调度和任务所有者、接受者以及批准者也可以重新分配他们的任务。
对于 终用户任务，如果所有前置任务条件都已经满足，则可以允许接受者在调度时间之前打开挂起任务。
自动任务没有接受者，但是您可以为运行该类型任务的用户指定“运行身份”用户。
事件监控任务没有“接受者”和“运行身份”用户。
要设置任务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然后单击任务选项卡。

注：
如果您启用了 Redwood 体验，则任务选项卡显示在页面底部，而不是顶部。

3. 打开一个任务。
4. 单击属性并输入以下信息：

• 任务名称： 多输入 80 个字符。
• 任务 ID：标识任务（必需）。任务 ID 在模板或调度内必须是唯一的。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 说明： 多输入 255 个字符。

注：
您可以在“说明”和“问题”中使用回车符和 URL。

• 组织单位：表示可用于建立组织模型的分层实体类型结构。为需要单独报告的每个实体定义单独的组织单位，或者为以下各项需要不同配置的实体定义单独的组织单位：时区、假日、工作日或者查看者或注释者分配。组织单位在系统设置中定义。
• 任务类型：单击放大镜并选择任务类型（必需）。
• 对于优先级，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高
– 中
–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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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者：使用默认所有者，或单击选择所有者  以选择用户或组。
• 选择活动，在通过模板生成的调度中包括此任务。

注：
此选项不适用于在调度中创建的任务。

5. 单击保存并关闭。
6.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参数
• 指定任务说明
• 选择工作流
• 添加任务问题
• 设置任务查看者
• 设置前置任务
• 应用任务属性
• 使用任务规则
•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设置任务参数
“参数”对话框仅包含与集成类型关联且具有参数的任务的数据。集成类型提供与外部应用程序的链接。在“参数”中，您可以设置关于任务的特定信息及其运行方式。参数将传递到外部应用程序。例如，如果任务包含一个指向数据网格的链接，您可以使用“参数”对话框来选择该网格的视点。
要设置任务参数：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然后单击任务选项卡。

注：
如果您启用了 Redwood 体验，则任务选项卡显示在页面底部，而不是顶部。

3. 在新建任务或编辑任务对话框中，单击参数。
4. 如果尚未按任务类型输入参数值，可以输入必需的参数值。

注：
如果在任务可开始时尚未定义参数，则会向任务所有者发送电子邮件。此任务将等到提供了这些值时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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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属性
• 指定任务说明
• 选择工作流
• 添加任务问题
• 设置任务查看者
• 设置前置任务
• 应用任务属性
• 使用任务规则
•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指定任务说明
任务所有者可以创建一组用于完成任务的说明。对该任务具有访问权限的其他所有用户只可以读取这些说明。如果存在继承自“任务类型”、模板或调度的任务说明，则说明文本将显示在说明文本框的上方，并且是只读的。
对于模板任务，可查看模板和任务类型说明，但不可对其进行编辑。
要指定说明：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然后单击任务选项卡。

注：
如果您启用了 Redwood 体验，则任务选项卡显示在页面底部，而不是顶部。

3. 在新建任务或编辑任务对话框中，单击说明。
4. 输入字符数量不限的说明。
要添加引用：
1. 在引用部分中，单击添加。
2. 从引用类型列表中，选择下列类型之一：

• 本地文件：单击选择文件以选择并附加文件，输入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 URL：输入 URL 和 URL 名称；例如，http://www.oracle.com,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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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要将引用文件或 URL 一次添加到多个任务：
a. 导航到“任务”页。
b. 您可以进行多选（突出显示多行或使用 SHIFT 键选择多行），依次单击操作和添加引用，然后单击文件 或 URL。

注：
您还可以使用添加附件对话框中提供的拖放功能来添加一个或多个附件。如果需要，可以在名称字段中对附件进行重命名。如果拖放多个附件，可以一次上传它们。
必须访问添加附件对话框才能正确地拖放附件。

3.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属性
• 设置任务参数
• 选择工作流
• 添加任务问题
• 设置任务查看者
• 设置前置任务
• 应用任务属性
• 使用任务规则
•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选择工作流
要选择任务管理器工作流：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然后单击任务选项卡。

注：
如果您启用了 Redwood 体验，则任务选项卡显示在页面底部，而不是顶部。

3. 在新建任务或编辑任务对话框中，单击工作流。
4. “工作流”部分包含接受者和批准者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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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不能将同一用户分配给工作流中的多个角色。

为接受者输入以下信息：
• 接受者：要选择分配指定用户或 Shared Services 组作为接受者，请单击

。
“实际”属性适用于每个工作流阶段，以显示已完成工作流的实际用户，例如接受者 (实际)。在工作流中，实际列显示处理了任务的人员，无论用户状态为何。

注：
仅当在初始用户完成了任务后重新分配了该任务的情况下才会显示其他用户信息。

如果是 终用户任务，对于接受者，请单击选择接受者  来查找用户。
如果不选择接受者，所有者将成为默认的接受者。父代任务和自动任务没有接受者。

注：
如果是流程自动任务，请单击运行身份，搜索并选择运行此类型任务的用户，然后单击确定。
如果选定的运行身份用户也是创建任务的用户，则该用户可以对任务授权，而不会被提示重新输入其密码。

• 后备：如果已分配了一个用户作为主要接受者，则可以分配一个已授权的后备用户作为接受者：
a. 单击后备 。
b. 输入名字和姓氏，或者单击搜索以选择一个后备用户。
c. 单击确定。

• 开始：选择开始日期，然后选择任务的开始时间（以 15 分钟为增量）。
• 结束：选择结束日期，然后选择任务的结束时间（以 15 分钟为增量）。
• 可选：对于 小持续时间，以天数、小时数和分钟数的形式输入任务的 小持续时间。“有风险”条件基于是否满足以下条件：缺少“开始日期”且（End_date减去 Current_date 小于任务的 小持续时间或 End_Date 减去 Start_Date 小于小持续时间）。“有风险”任务显示在仪表板的“状态图表”的“需要注意”图中。
• 可选：对于 终用户任务，选择允许提前开始，允许接受者在调度开始时间之前打开任务。
为批准者输入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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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别
• 名称
• 后备
• 结束日期

5.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属性
• 设置任务参数
• 添加任务问题
• 设置任务查看者
• 设置前置任务
• 应用任务属性
• 使用任务规则
•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添加任务问题
注：
对于自动任务或父代任务，不会显示“问题”选项卡。

创建任务时，您可能希望接受者在将任务指定为已完成之前回答关于其操作的问题。例如，您可能会询问完成该任务时是否遵循了某个流程。
您可以指定有关任务的问题。可以指定不同类型的问题，例如“文本”、“数字”或 "True/False"，并指明问题是否为必需的。如果某个问题是必需的，则用户必须回答，否则其无法提交任务进行审批。还可以使用“上移”和“下移”按钮对问题进行排序。
对于调度任务，用户可通过“任务操作”页面来回答问题。如果在模板中创建或更新任务，则会显示一个附加列，表明行是已锁定还是已解锁，以指示用户是否可以删除或更新问题。用户无法编辑或删除锁定的行，因为这些行继承自“任务类型”。
在模板中，将显示“任务类型”问题，但不可编辑。

注：
仅具有任务查看者角色的用户可以回答问题。

要添加问题：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然后单击任务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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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您启用了 Redwood 体验，则任务选项卡显示在页面底部，而不是顶部。

3. 在新建任务或编辑任务对话框中，单击问题。
4. 单击添加。
5. 输入 多包含 2000 个字符的问题。
6. 对于类型，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日期
• 日期/时间
• 整数：输入介于 -2147483648 和 2147483647 之间的值。
• 列表：输入问题的有效答案列表（ 多 255 个字符）。
• 多行文本：输入行数（3 到 50 行）。 多输入 4000 个字符。“多行文本”决定了在不滚动屏幕的情况下，在“操作”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多少行文本。如果您希望包括附件部分，请选择附件。
• 数字：输入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7 位整数和 9 位小数）。

选择数字格式设置选项：
– 对于小数位数，输入要显示的小数位数值。
– 对于显示为百分比，如果您希望显示百分比，请选中此复选框。
– 如果希望数字显示千位分隔符（例如 1,000.00），请选择千位分隔符选项。
– 对于货币符号，选择一个货币符号；例如 $（美元）。
– 对于负数，选择如何显示负数；例如 (123)。
– 对于比例，选择数字的比例值；例如 1000 或 1000000000000。

• True/False

• 文本： 多可输入 4000 个字符。
• 用户
• 是/否

7. 分配对问题的角色（接受者、批准者、所有者、查看者）。访问权限基于责任。
8. 如果问题是必需的，请选择必需。

对于分配给“所有者”或“查看者”角色的问题，必需复选框处于禁用状态。
9. 单击确定。
10. 可选：要更改问题的顺序，请选择问题，然后单击移至顶部、上移、下移或移至底部。
11. 可选：要编辑某个问题，请选择该问题并单击编辑。要删除某个问题，请选择该问题并单击删除。
12.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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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任务参数
• 指定任务说明
• 添加任务问题
• 设置任务查看者
• 设置前置任务
• 应用任务属性
• 使用任务规则
•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设置任务查看者
使用“查看者”选项卡，可以为当前任务添加或删除“查看者”。您可以指定的查看者数量没有限制。
要设置任务访问权限：
1. 在新建任务对话框中，选择查看者选项卡。
2. 输入用户的名字或者姓氏，然后单击搜索。

要确定具体的用户，请单击高级，然后输入用户 ID 或电子邮件地址。

提示：
有关该用户的其他详细信息（如组和角色），请单击详细信息。

3. 要从“查看者”列表中删除某个用户，请选择该用户，然后单击删除。
4.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属性
• 设置任务参数
• 指定任务说明
• 选择工作流
• 添加任务问题
• 设置前置任务
• 应用任务属性
• 使用任务规则
•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设置前置任务
您可以使用“前置任务”选项卡为当前任务设置前置任务。对于模板任务，可以从另一个模板中选择前置任务，对于调度任务，可以从另一个调度中选择前置任务。必须为前置任务/后置任务关系指定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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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开始日期和时间已指定，任务就不需要前置任务。如果两者都已指定，则任务将在前置任务开始或完成（对于“前置任务结束时开始”）且到达开始日期和时间时开始。
您可以设置下列条件，前置任务关系将在这些条件下建立：
条件 说明
前置任务结束时开始 默认值。前置任务完成或结束并发出警报时任务立即开始。
前置任务因出错而结束时开始 前置任务完成时即使出错，任务也将立即开始。
前置任务因出错而结束时结束 前置任务完成时即使出错，任务也将立即完成。
前置任务结束时结束 只有在前置任务已经标记为完成时才可将任务标记为“完成”。这主要用于用户任务。例如，用户可以启动文档摘要，但只能在合并的数据为终数据时才能将其标记为完成。
要设置前置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然后单击任务选项卡。

注：
如果您启用了 Redwood 体验，则任务选项卡显示在页面底部，而不是顶部。

3. 从新建任务或编辑任务对话框中，选择前置任务选项卡。
4. 单击添加。
5. 要搜索前置任务：

a. 单击基本。
b. 要定义搜索，请单击添加字段并选择搜索字段；例如，执行类型、开始日期、结束日期。
c. 在每个条件列表中，选择一个条件。
d. 单击确定。

6. 选择前置任务，然后单击确定。
7.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属性
• 设置任务参数
• 指定任务说明
• 选择工作流
• 添加任务问题
• 设置任务查看者
• 应用任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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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任务规则
•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应用任务属性
为了在系统中查找任务，您可以对任务应用属性。选择一个属性后，可根据属性类型为属性设置一个值。随后，您可以根据该属性值进行筛选。
例如，您可能定义了一个名为“销售区域”的“列表”属性，包含值“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当前的任务仅适用于西部销售区域，因此您可以添加“销售区域”属性并将其设置为“西部”。
要应用任务属性：
1. 打开一个任务并选择属性选项卡。

单击添加，然后输入以下内容：
• 属性：从已定义属性的列表中选择一个属性。
• 类型：此字段不可编辑；它由属性填充。
• 值：选择与属性类型关联的值；例如：为带格式的“数字”属性选择数值，为“列表”属性选择列表，为“多行文本”属性选择多行无滚动的显示文本，为“用户”属性选择姓名，为“是/否”属性选择“是”或“否”。
• 访问权限：所有角色都具有查看访问权限，除非在下面另外指定。

要添加访问权限，对于每个“文本框”和“附件”选项卡：
a. 单击添加。
b. 选择一个角色。
c. 选择以下角色访问权限类型之一：

– 不显示：不会在任何仪表板、列表视图或报表中看到此属性。
– 允许编辑：能够添加、更改和删除属性的值，但要遵循可编辑性规则。
– 必需：需要为属性提供值。

2. 单击确定。
3.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属性
• 设置任务参数
• 指定任务说明
• 选择工作流
• 添加任务问题
• 设置任务查看者
• 设置前置任务
• 使用任务规则
•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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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任务规则
任务规则影响任务行为。使用这些规则，用户可以直接将规则分配给任务，尤其是在规则特定于任务而在模板、调度或任务类型级别分配规则不合适时。这些规则应用于配置了它们的任务。
可用的任务规则：
• 自动批准任务：仅当满足指定的条件时，才会自动完成指定的审批。

可应用于此规则的条件示例包括：
– 属性具有指定的值（包括计算属性）
– 前置任务包含具有指定值的属性
当满足条件时，会将指定的批准者级别标记为完成，从而使工作流前进到下一个审批级别，如果不存在更高的审批级别，则前进到“已关闭”状态。
当任务状态更改为“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时运行此规则。

• 自动提交任务 - 如果满足指定的条件，会自动提交任务。
当满足条件时，会将接受者角色标记为完成，从而使工作流前进到第一个审批级别，如果不存在审批级别，则前进到“已关闭”状态。
当任务状态从“挂起”更改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时运行此规则。

• 阻止任务审批：根据属性值或其他特征阻止任务审批。当批准者单击批准时运行此规则。
• 阻止任务提交：根据属性值或其他特征阻止任务提交。当接受者单击提交时运行此规则。
要使用任务规则：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选择规则选项卡以打开“新建规则”。可以查看以下信息：

• 顺序：优先顺序。
• 规则：规则的名称
• 条件：选择运行规则必须满足的各种条件

3. 在规则下，选择要使用的规则的类型：
• 自动批准任务
• 自动提交任务
• 阻止任务提交
• 阻止任务审批
• 阻止任务驳回
• 更新时发送电子邮件
• 选择创建筛选器 并填写条件部分，或选择使用保存的筛选器并选择一个筛选器。为规则选择和配置的筛选器决定了触发要应用的规则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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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规则定义进行更改时，其他信息将添加到审核日志中。您可以在历史记录选项卡以及审核报表中查看更改。

4. 可选：在说明下，解释您为何配置该规则以及应当如何使用它。
5. 对于批准者级别，选择将规则用于所有级别或选择批准者级别。
6. 选择“筛选器”以确定用来触发要应用的规则的条件：

• 使用保存的筛选器：“条件”部分显示与保存的筛选器关联的条件的只读版本。
• 创建筛选器：条件部分处于启用状态。选择应用于高级筛选器的条件：连接词、源、属性、运算符和值。

7. 在筛选任务下，选择将应用条件的任务：当前任务、任何前置任务、特定任务（提供任务
ID）。

8. 另请参阅：
• 设置任务属性
• 设置任务参数
• 指定任务说明
• 选择工作流
• 添加任务问题
• 设置任务查看者
• 设置前置任务
• 应用任务属性
•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对于每个任务，系统保留了对其所做更改的历史记录，例如日期的变动或所有权的更改。每个更改记录包括字段、修改类型（例如添加、创建或更改）、旧值和新值、进行更改的用户以及更改日期。该选项卡上的信息为只读信息。
要查看任务历史记录：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选择一个任务。
3. 选择右侧的历史记录选项卡。
4. 完成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使用任务对话框
您可以从“调度任务”页面查看任务列表。您可以按日期或状态筛选可用调度列表。
要从“调度任务”页面查看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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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调度中，选择一个调度，或者选择全部（如果您不想对列表进行筛选）。
3. 可选：要按年份或期间对调度列表进行筛选，请选择年份和期间。
4. 可选：要按状态对调度列表进行筛选，请从调度状态中选择一个状态。
5. 选择一个任务。
6. 单击右侧的属性选项卡以查看下列字段：

• 名称
• 任务 ID

• 状态
• 调度
• 优先级
• 任务类型
• 任务类型
• 说明
• 所有者
• 开始日期
• 结束日期
• 持续时间
• 实际开始日期
• 实际结束日期
• 实际持续时间

7. 单击说明以显示任何说明。
8. 单击警报以显示当前的警报。
9. 单击工作流以查看任务的接受者。
10. 单击属性以查看任务的任何属性。
11. 单击问题以查看已经针对任务推送的任何问题。
12. 单击注释以查看针对任务推送的任何注释。
13. 单击相关任务以查看任何相关任务。您可以查看前置任务或后置任务。
14. 单击参数以查看仪表板、群集、应用程序等。
15. 单击历史记录以捕获对任务所做更改的审核跟踪。您可以查看任务的活动，包括所有活动、过去 7 天和今天。
16. 单击操作，然后选择下列操作之一：

• 提交任务
• 中止任务：取消任务。取消任务（而不是强制关闭）的目的是防止后置任务继续执行以及使流程继续推进：
• 强制关闭任务
• 刷新

17. 单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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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和导出任务
导入任务
要导入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选择一个任务，依次单击操作和导入任务。
3. 单击浏览以查找导入文件。
4. 选择导入类型：

• 替换：将任务的定义替换为导入文件中的定义。此选项使用要导入的文件中的详细信息来替换任务详细信息。这不会影响调度中未在导入文件中指定的其他任务。
系统将显示一个警告，提示将修改调度中与导入文件中的任务 ID 相匹配的任务。如果不希望覆盖任务，请单击取消。
您可以选中保留附件复选框，以保留将被替换的任务的附件。

• 更新：更新任务的部分信息。例如，在导入文件中，您可能更改了任务说明，重新分配了所有者、接受者和批准者，或者删除了某些属性并添加了新属性。您可能还对大量任务执行了相同更改，例如，向 400 个任务中的 100 个任务添加新属性。更新选项不会完全替换任务详细信息。仅更新文件中指定的任务属性的详细信息。例如，如果导入文件仅包含一个任务说明列，则该任务的名称、接受者、属性及其他特性都不会受影响。
• 删除：基于文件中提供的任务 ID 列表删除任务和关联信息。执行删除操作所需的信息是一个包含任务 ID 列的文件。

5. 选择日期格式。
从允许的日期格式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格式。日期格式不会转换。默认情况下，日期格式设置为所导出文件位置的区域设置日期格式。

6. 为导入文件选择一种文件分隔符：逗号或制表符。选择其他以将任意单个字符指定为其他分隔符。
7. 单击导入。
导出任务
要导出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选择一个任务，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导出任务。
3. 选择导出选项：

• 选择所有任务或选定任务。
• 对于格式，选择 带格式数据 (仅可视列) 或供将来导入的无格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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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您是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则可以选择格式。如果您具有“用户”安全权限，则“格式”选项默认为带格式数据 (仅可视列)，并且无法更改。

4. 单击导出。
5. 选择使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打开 (默认) 或保存文件。
6. 单击关闭。

编辑任务
您可以编辑任务，这取决于任务状态以及您的安全权限。例如，您可以编辑任务说明、属性或结束日期。
对于“任务列表”中的“打开”任务，您无法编辑开始日期，因为此任务已开始。您只能更改持续时间或结束日期。您也无法编辑说明、问题、接受者或批准者，并且无法添加、删除或编辑前置任务。可以从“任务操作”工作流中重新分配接受者或批准者。
要编辑任务：
1. 在主页上，单击任务，然后突出显示要编辑的任务。此时将启用编辑图标。
2. 单击编辑图标。
3. 要编辑任务属性：

单击属性选项卡。
要添加属性，请单击添加图标以显示添加属性分配对话框，然后进行下列选择：
• 属性：从已定义属性的列表中选择一个属性。
• 类型：此不可编辑字段由属性填充。
• 值：选择与属性类型关联的值；例如：为带格式的“数字”属性选择数值，为“列表”属性选择列表，为“多行文本”属性选择多行无滚动的显示文本，为“用户”属性选择姓名，为“是/否”属性选择“是”或“否”。
• 访问权限：选择对该属性的访问权限。

4. 单击确定。
添加附件

如果您有要随任务一起提供的附件，例如 Word 文件、Excel 电子表格或其他文档，可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将文档附加到任务中。同时可以附加多个项目。当您单击“确定”时，系统会上传已附加的所有文档。
要将附件添加到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选择一个任务。
3. 选择注释选项卡。
4. 单击附件图标打开添加附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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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附加文档：
• 浏览到文档所在的位置。
• 直接将文档拖放到本地目录。

6. 可选：重命名文档。
7. 单击确定。

任务排序
在任务列表中，您可以按升序或降序对任务进行排序。可以根据调度名称、状态、所有者、开始或结束日期，或持续时间来进行排序。
要对任务进行排序：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上方直到显示排序图标，然后单击按升序排序或按降序排序。

搜索任务
您可以使用“任务查找”功能来查找特定任务。例如，通过输入“加载”来查找加载任务。您可以使用完整或部分词语进行搜索。可以使用“上一个”和“下一个”按钮来滚动结果。
要搜索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在搜索字段中输入任务名称。
3. 单击上一个或下一个，可查找与搜索条件匹配的上一个或下一个任务。

移动任务
您可以使用视图来移动任务。例如，可以在“甘特图”视图中移动任务。
要移动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选择一个任务。
3. 右键单击该任务并将其拖至新位置，或者剪切、复制并粘贴该任务。
4. 导航到该任务的目标位置，并单击确定。

剪切、复制和粘贴任务
您可以使用视图来剪切和复制模板和调度中的任务。例如，您可以将任务从一个调度或模板复制并粘贴到另一个调度或模板。
粘贴任务时，“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将打开，可以通过此对话框修改要粘贴的任务。
如果将某个任务粘贴到一个父代任务，则粘贴的任务将成为该父代任务的子代。如果将任务粘贴到一个子代任务，则粘贴的任务将成为该子代任务的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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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剪切”、“复制”和“粘贴”功能不适用于父代任务。“剪切”功能不适用于已调度的（打开或已关闭）任务。

要剪切、复制或粘贴任务：
1. 在主页上，单击任务，然后选择一个任务。
2. 右键单击任务并选择一个操作，或者从主工具栏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

• 剪切：剪切任务并将其存储到剪贴板。
• 复制：复制任务并将其存储到剪贴板。

3. 右键单击任务，然后选择粘贴，或者从主菜单工具栏中单击操作，然后选择粘贴。
此时将打开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可以通过此对话框更改要粘贴的任务。

4. 单击确定完成粘贴操作。
这将插入任务，并刷新视图和筛选器视图以显示粘贴的任务。

重新打开任务
您可以重新打开任务并选择重新建立前置任务和后置任务关系。这在手动 终用户任务和自动任务上都可用。重新打开自动任务将使用相同的参数执行该任务。如果需要修改自动任务的参数，请编辑已关闭的自动任务，然后选择重新打开任务。
重新打开手动任务
要重新打开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选择已关闭的任务，然后单击打开或单击任务名称。
3. 在操作对话框中，从操作菜单中选择重新打开任务。您可以选择在重新打开任务时自动重新打开哪些后置任务并还原前置任务链接。从这些后置任务的列表中，您可以选择全部任务、无任务（默认）或部分任务以重新打开。

表 37-1    后置任务类型 - 用例示例
后置任务类型 说明 用例示例

直接后置任务 简单的情况是单行后置任务，这可能也是 常见的情况。作为要重新打开的任务的后置任务的每个“已关闭”或“发生错误”（可能性较小）的任务都符合重新打开条件

如果重新打开任务 A，则“任务 B”、“任务 C”和“任务 D”都可以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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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    （续） 后置任务类型 - 用例示例
后置任务类型 说明 用例示例

混合状态后置任务 一旦遇到打开或挂起的任务，则该任务以及任何后续任务将不符合重新打开的条件。
如果重新打开任务 A，则只有“任务 B”可以重新打开。

多个后置任务 一个任务可以有多个后置任务。应沿着每个分支来确定符合条件的任务。这应沿着树一直向下延伸。
如果重新打开任务 A，则“任务 B”、“任务 C”、“任务 D”和“任务 E”都可以重新打开。

父代任务 如果父代任务在其子代任务重新打开之前已关闭，则会自动重新打开父代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父代的任何后置任务都符合重新打开条件。

如果重新打开任务 A，则“任务 B”、“任务 C”、“任务 D”和“任务 E”都可以重新打开。“父代 A”会自动重新打开。
• 如果不存在符合条件的后置任务，重新打开任务对话框中会显示一则确认消息，提示您重新打开指定的任务。

– 单击是，以关闭该对话框并重新打开任务。
– 单击否，以关闭该对话框而不重新打开任务。

• 如果要重新打开的任务存在符合条件的后置任务，重新打开任务对话框中会显示一则确认消息，其中列出后置任务及相应复选框，您可以选择它们以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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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复选框：选中名称复选框可在选择所有后置任务和不选择任何后置任务之间切换。默认情况下，此复选框处于未选中状态，所有任务都处于未选中状态。
– 后置任务名称：选中某个后置任务旁边的复选框将使该任务在重新打开时重置。
– 层代：只读字段，指示与要重新打开的任务的距离。父代任务将不计入此计算中。
– 关系：只读字段，显示与要重新打开的任务的关系。
– 单击是可关闭该对话框并重新打开任务。
– 单击否，以关闭该对话框而不重新打开任务

4. 添加或删除前置任务，然后单击保存并关闭。指明关系：
• 指定前置任务。选择一个：

– 如果存在前置任务，则您可以选择此选项：重新建立前置任务 - 各个任务将按原始顺序打开。
– 忽略前置任务关系 - 所有任务将立即重新打开。

• 指定后置任务：
a. 选择重新打开后置任务。此时将显示后置任务列表。
b. 选择后置任务。

5. 单击确定以关闭。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将关闭，并且任务将根据您的选择重新打开。单击确定，或者单击取消。
重新打开自动任务
要重新打开自动任务并更改自动化参数：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选择已关闭的自动任务并单击编辑图标。
3. 在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中，单击重新打开。该任务现在可编辑。
4. 单击“参数”选项卡并根据需要更新参数。
5. 单击保存并关闭。该服务将显示一则重新打开自动任务的确认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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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是，以关闭该对话框并重新打开任务。
• 单击否，以关闭该对话框而不重新打开任务。
如果要重新打开的任务存在符合条件的后置任务，重新打开任务对话框中会显示一则确认消息，其中列出后置任务及相应复选框，您可以选择它们以重新打开。请参阅上一节“重新打开手动任务”。

提交任务
要提交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选择需要提交的任务。

要进行多选，请按住 Ctrl 进行任意选择，或者在按住 Shift 的同时单击某个范围的第一行和 后一行。
3. 选择提交任务。将显示一个警告，指出这将完成任务。单击是继续。
4. 检查是否有任何错误，然后单击确定。

批准或驳回任务
要批准或驳回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选择需要提交的任务。

要进行多选，请按住 Ctrl 进行任意选择，或者在按住 Shift 的同时单击某个范围的第一行和 后一行。
3. 突出显示所选任务，然后在操作下，依次选择设置状态、批准或驳回。
4. 检查是否有任何错误，然后单击确定。

管理任务重新分配
您可以使用“操作”面板同时处理多个任务。
在“任务操作”对话框中，工作流用户（接受者和批准者）可以请求重新分配他们对单个任务的工作流角色。这些请求需要审批。管理员和调度/模板所有者可以使用“编辑任务”对话框重新分配任务而不需要审批。
重新分配任务时，将立即向重新分配的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要请求重新分配：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单击某个任务以打开“任务属性”。
3. 单击操作菜单并选择请求重新分配。
4. 输入或单击搜索以查找重新分配对象。
5. 在创建重新分配请求上，单击“选择用户”按钮以选择至用户。
6. 在重新分配下，选择要重新分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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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任务
• 选定任务和将来任务

7. 输入重新分配的理由。
8. 依次单击确定和关闭。

取消任务
取消（或中止）任务（而不是强制关闭）的目的是防止后置任务继续执行以及使流程继续推进：
• 取消了“前置任务结束时开始”或“前置任务因出错而结束时开始”类型的前置任务时，其后置任务将保持“挂起”状态。要使流程继续推进，必须编辑后置任务以删除取消的前置任务，以及启动后置任务。
• 取消了“前置任务结束时结束”或“前置任务因出错而结束时结束”类型的前置任务时，要使流程继续推进，任务所有者/调度所有者/管理员必须强制关闭后置任务。

删除任务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任务。要删除任务，您必须具有服务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安全权限。
在调度中，只能删除状态为“挂起”的任务。不能删除状态为“打开”或“已关闭”的任务。如果删除父代任务，可以选择仅删除父代，或者删除父代及其子代。
可以使用调度任务上的操作菜单删除任务。（当任务已打开或已完成时，菜单中将不显示“删除”。）
要删除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任务和调度任务。
2. 单击操作，然后选择删除。
3. 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管理服务
您可以通过“服务”（主页 > 应用程序 > 服务）选项查看某些与服务相关的任务的状态。绿色表示正在运行。从服务中可以执行立即运行或重新启动操作。

Note:

您可以使用立即运行来立即执行操作（例如运行打开的任务）。仅当服务关闭且此选项不是绿色时，才应当使用重新启动。“重新启动”会重置服务而不运行服务本身。
• 处理补充数据表单：用于发送电子邮件；包括“操作”和“过期”电子邮件。“操作”电子邮件仅在未过当前工作流责任用户的到期日时发送一次，“过期”电子邮件每天早上

5:20 发送，直到当前责任用户执行任务为止。如果也过了工作流的后续用户的到期日，这些用户也会收到通知，即使他们当前不负责处理表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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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如果工作流用户是团队/组，并且没有任何用户申请表单，则将向该团队/组的所有用户发送电子邮件。此选项还将向该组/团队的所有用户发送电子邮件（即使在表单已被申请后也是如此）。
– 此选项还将触发开始日期与进行数据收集的特定日期相同的表单。

服务管理员还可以手动从服务卡运行此服务。
• 系统维护：指任务管理器在任务中执行的例行操作，例如用户同步流程和数据库清除；系统维护不同于在云级别执行的日常维护操作。日常维护包括在云中对测试或生产环境执行的运营维护和备份快照等操作，可以通过依次单击“工具”和“日常维护”来访问。
• 任务电子邮件通知：用于通知用户已向其分配了工作。服务管理员可以使用针对服务的选项来重新启动或立即运行。

Note:

– 依次选择应用程序 → 配置 → 设置 → 系统维护流程，可以找到一个单独的选项，服务管理员可以使用该选项来关闭电子邮件通知。
– 电子邮件通知在页脚中包含服务和租户信息，以帮助标识电子邮件的来源。

• [调度名称] 监视器：可用于打开和任务在将来执行的每个调度。此选项检查调度中是否有任务需要打开。
• 任务状态更新：执行和监视流程自动任务的后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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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管理调度
调度定义了一组按时间排序且必须在特定业务流程中执行的任务，它是模板在日历中的应用。例如，您可以对第一季度应用季度模板（Q1FY19 调度），然后可以再次将该模样应用于第二季度（Q2FY19 调度）
可以创建、导入或部署的 大调度数为 100,000。
调度的状态为“挂起”、“打开”、“已关闭”或“已锁定”。您可以将调度状态由“挂起”更改为“打开”，或由“打开”更改为“已关闭”或“已锁定”。

注：
• 将调度设置为“打开”后，无法将其重置为“挂起”。
• 将调度设置为“已锁定”后，无法更改其状态。
• 删除调度时，会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调度所有者和查看者。
• 当接受者或批准者请求重新分配时，会向管理员和调度所有者发送立即重新分配请求通知。

手动创建调度
要创建调度，您必须是管理员或超级用户。超级用户可以在模板上运行“创建调度”或者从“管理调度”中选择“新建”。可以在“管理调度”页面中手动定义调度，或者从模板创建调度。从模板创建调度时，所有值都继承自模板定义。
观看此视频，详细了解如何创建调度。

 创建调度
要手动创建调度：
1. 在主页上，单击应用程序。
2. 单击任务管理器。
3.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4. 单击新建。
5. 在调度选项卡上输入调度信息：

• 设置调度属性
• 向调度添加说明
• 分配调度查看者
• 应用调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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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日标签
• 使用调度规则
• 查看调度历史记录

设置调度属性
使用“属性”选项卡可设置调度的名称、说明、开始和结束日期以及所有者。调度所有者必须为“管理员”或“超级用户”。默认所有者是当前用户。开始和结束日期指定调度的初始日期范围，但是，创建调度后，您可以添加具有更早或更晚日期的任务，属性将进行更新来反映 早和 晚日期。
要设置调度属性：
1. 创建一个新调度，然后选择属性选项卡：

• 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 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组织单位
• 开始日期：调度的开始日期
• 结束日期：调度的结束日期
• 年份
• 期间
• 基准日期：要分配为基准日的日期
• 所有者：使用默认所有者或单击选择所有者 。
• 状态

注：
保存了新调度后，才会显示状态字段。调度状态 初设置为“挂起”，仅用于显示。

• 源模板
2. 要保存并关闭，请单击确定或单击其他选项卡；所有条目都将保存。
3. 在调度选项卡上输入调度信息：

• 向调度添加说明
• 分配调度查看者
• 应用调度属性
• 添加日标签
• 使用调度规则
• 查看调度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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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调度添加说明
您可以指定调度的说明和支持文档，该调度中的所有任务将继承这些说明和文档。
要向调度添加说明：
1. 创建一个新调度，然后选择说明选项卡。
2. 在说明中输入调度的说明。
3. 要添加引用：

a. 在引用部分中，单击添加。
b. 从引用类型列表中，选择下列类型之一：

• 本地文件：
单击选择文件以选择并附加文件，输入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 URL：
输入 URL，然后输入 URL 名称；例如 http://www.oracle.com, Oracle，然后单击确定。

要将引用文件或 URL 一次添加到多个调度：
i. 导航到调度主页面。
ii. 您可以进行多选（突出显示多行或使用 SHIFT 键选择多行），依次单击操作和添加引用，然后单击本地文件或 URL。
您还可以使用添加附件对话框中提供的拖放功能来添加一个或多个附件。如果需要，可以在名称字段中对附件进行重命名。如果拖放多个附件，可以一次上传它们。
必须访问添加附件对话框才能正确地拖放附件。

4. 要保存并关闭，请单击确定或单击查看者选项卡；所有条目都将保存。
5. 在调度选项卡上输入调度信息：

• 设置调度属性
• 分配调度查看者
• 应用调度属性
• 添加日标签
• 使用调度规则
• 查看调度历史记录

分配调度查看者
使用“查看者”选项卡，您可以分配对调度的查看者权限。一个调度可以有多个查看者，但这些查看者必须具有产品安全角色。查看者对调度中的所有任务具有只读访问权限。

注：
仅具有任务查看者角色的用户可以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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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配查看者权限：
1. 创建一个新调度，然后选择查看者选项卡。
2. 单击添加。
3. 要按用户、组或团队搜索，请单击搜索用户按钮，然后选择用户、组或团队。
4. 输入用户名或用户名的一部分，然后单击搜索。
5. 要确定用户，请单击高级，然后输入用户 ID、电子邮件或说明。
6. 从搜索结果列表中选择用户。
7. 有关用户的其他详细信息（例如团队、组、角色和分配），请单击详细信息。
8. 单击添加或全部添加将用户移动到“选定”列表中。

提示：
要删除用户，请选择用户，然后单击删除或全部删除。

9. 要保存并关闭，请单击确定或单击属性选项卡；所有条目都将保存。
10. 在调度选项卡上输入调度信息：

• 设置调度属性
• 向调度添加说明
• 应用调度属性
• 添加日标签
• 使用调度规则
• 查看调度历史记录

应用调度属性
为了在系统中查找调度，您可以对调度应用属性。选择一个属性后，可根据属性类型为属性设置一个值。随后，您可以根据该属性值进行筛选。
例如，您可能定义了一个名为“销售区域”的“列表”属性，包含值“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当前的调度仅适用于西部销售区域，因此您可以添加“销售区域”属性并将其设置为“西部”。
要应用属性：
1. 创建一个新调度，然后选择属性选项卡。
2. 单击添加。
3. 从属性列表中选择一个属性。
4. 对于值，请从下拉列表中为属性选择一个值，或输入一个值（具体操作取决于属性）。
5. 要保存并关闭，请单击确定或单击日标签选项卡；所有条目都将保存。
6. 在“调度”选项卡上输入调度信息：

• 设置调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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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调度添加说明
• 分配调度查看者
• 添加日标签
• 使用调度规则
• 查看调度历史记录

添加日标签
您可以在日历日的业务活动中使用营业日标签。标签可以标记里程碑日期或者指定这一天的用途。
要向调度添加日标签：
1. 创建一个新调度，然后选择日标签选项卡。 多可输入 20 个字符。
2. 将日标签添加到特定日期。
3. 要保存并关闭，请单击确定或单击规则选项卡；所有条目都将保存。
4. 在调度选项卡上输入调度信息：

• 设置调度属性
• 向调度添加说明
• 分配调度查看者
• 应用调度属性
• 使用调度规则
• 查看调度历史记录

使用调度规则
调度规则会应用于调度中的所有任务，因而应将这些规则应用于成组的任务。在调度对话框中配置的规则会复制到新的调度任务。
可用的调度规则：
• 自动批准任务：仅当满足指定的条件时，才会自动完成指定的审批。

可应用于此规则的条件示例包括：属性具有指定的值（包括计算属性）。
当满足条件时，会将指定的批准者级别标记为完成，工作流会前进到下一个审批级别，如果不存在更高的审批级别则会关闭。

• 自动提交任务：如果满足指定的条件，则会自动提交任务。
当满足条件时，会将接受者角色标记为完成，工作流会前进到第一个审批级别，如果不存在审批级别则会关闭。

• 阻止任务审批：根据属性值或其他特征阻止任务审批。
• 阻止任务提交：根据属性值或其他特征阻止任务提交。
要查看调度规则：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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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某个调度。
4. 选择规则选项卡。可以查看以下信息：

• 顺序：优先顺序
• 规则：规则的名称
• 条件：选择运行规则必须满足的各种条件

5. 要编辑规则，请在规则选项卡上单击编辑并更新：
• 规则：选择规则。
• 说明：可选。解释为什么配置此规则以及应该如何使用它。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批准者级别：选择将规则用于所有级别或选择批准者级别。
• 选择创建筛选器并填写条件部分，或选择使用保存的筛选器并选择一个筛选器。为规则选择和配置的筛选器确定要应用规则的触发条件。
• 条件：

– 使用保存的筛选器：条件部分显示与保存的筛选器关联的条件的只读版本。
– 创建筛选器：条件部分处于启用状态。

连接词、源、属性、运算符及值在该部分中的行为和在现有的高级筛选器功能中一样。
• 对于筛选任务，指定应为其选择条件的任务：

– 当前任务
– 任何前置任务
– 特定任务（提供任务 ID）

注：
对规则定义进行更改时，其他信息将添加到审核日志中。您可以在历史记录选项卡以及审核报表中查看更改。

6. 在调度选项卡上输入调度信息：
• 设置调度属性
• 向调度添加说明
• 分配调度查看者
• 应用调度属性
• 添加日标签
• 查看调度历史记录

设置必需的任务参数
在填入必需的参数之前，任务将处于挂起状态。如果在指定的开始日期之前未填入这些参数，则会向任务所有者发送电子邮件通知。此外，此任务在视图中将显示在需要注意下。填入必需的参数之后，此任务便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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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调度
您可以打开调度来添加、编辑或处理任务。
要打开调度：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 选择列表中调度右侧的操作，然后选择查看。
• 突出显示调度，然后单击查看图标。
• 右键单击突出显示的调度，然后选择查看。

编辑调度
您可以编辑调度以更改属性，例如调度名称或开始和结束日期。不能将开始日期更改为晚于调度中第一个任务的日期，或者将结束日期更改为早于调度中 后一个任务的日期。您可以更改“打开”或“挂起”的调度以修改挂起的任务。不能添加、更改或删除“已关闭”或“已锁定”的调度中的任务。要编辑调度，您必须是调度所有者或管理员。
要编辑调度：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选择一个调度，然后单击编辑。
4. 编辑该调度。
5. 单击确定。

向调度添加任务
如果调度的状态为“挂起”或“打开”，则可向其添加任务。如果调度的状态为“已关闭”或“已锁定”，则无法向其添加任务。

注：
可以添加到任务管理器调度的 大任务数为 500,000。

要向调度添加任务：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打开调度。
4. 添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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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任务导入调度
您可以将任务或部分任务数据从文本文件导入状态为“挂起”或“打开”的调度中。例如，如果您有一个包含任务定义的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则您可以将该文件保存为 CSV文件，然后将其导入调度中。您还可以使用导入功能快速添加多个重复任务：只需编辑
CSV 文件中的字段并导入该文件，而无需创建多个单个的新任务。
不能将任务导入状态为“已关闭”或“已锁定”的调度。

注：
使用已关闭任务的“更新”选项将文件导入调度之前，请从导入文件中删除“所有者”、“接受者”、“批准者”以及“开始日期和时间”字段，否则会出错。

如果导入已经开始运行的 终用户任务的信息，则任务状态将重置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问题的答案也将清除。
要将任务导入调度：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单击导入任务。
4. 输入要导入的文件的名称或单击选择文件以查找文件。
5. 选择一个导入选项：

• 替换：将任务的定义替换为导入文件中的定义。此选项使用要导入的文件中的详细信息来替换任务详细信息。这不会影响调度中未在导入文件中指定的其他任务。

注：
您可以选中保留附件复选框，以保留将被替换的任务的附件。

• 更新：更新任务的部分信息。例如，在导入文件中，您可能更改了任务说明，重新分配了所有者、接受者和批准者，或者删除了某些属性并添加了新属性。您可能还对大量任务执行了相同更改，例如，向 400 个任务中的 100 个任务添加新属性。更新选项不会完全替换任务详细信息。仅更新文件中指定的任务属性的详细信息。例如，如果导入文件仅包含一个任务说明列，则该任务的名称、接受者、属性及其他特性都不会受影响。

注：
系统将显示一个警告，提示将修改调度中与导入文件中的任务 ID 相匹配的任务。如果不希望覆盖任务，请单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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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基于文件中提供的任务 ID 列表删除任务和关联信息。执行删除操作所需的信息是一个包含任务 ID 列的文件。
6. 可选：选中保留附件以保留与将被替换的任务相关联的附件。
7. 选择日期格式。

从允许的日期格式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格式。日期格式不会转换。默认情况下，日期格式设置为所导出文件位置的区域设置日期格式。
8. 对于导入文件的文件分隔符，选择逗号或制表符。选择其他以将任意单个字符指定为其他分隔符。
9. 单击导入。

• 如果导入成功，则会显示“导入成功”对话框，该对话框指明了调度名称、包含任务的文件的名称以及导入的任务总数。单击确定。
• 如果发生任何错误，导入流程将停止运行，且“导入错误”对话框将显示发生的错误。查看错误，然后单击确定返回到调度页面。
表 38-1    排除导入错误
错误 解决方案
任务 ID 重复 检查重复的任务 ID。任务 ID 在模板或调度内必须是唯一的。请参阅“创建任务”。
任务名称太长 任务名称 多可包含 80 个字符。请参阅“设置任务属性”。
组织值 -“值无效” 组织值不能为空白，不能包含项目符号或多行。

更新调度中的任务
您可能需要手动更新正在运行的任务的相关信息，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重新打开该任务。重新打开某个任务时，它将重置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状态，您可以编辑信息。例如，可以更改说明和引用、属性和问题。如果您进行更改，将清除问题以前的答案。
重新打开一系列任务不会重新建立前置任务关系。所有 终用户任务都将重置为“打开，等待接受者处理”。没有任务恢复为“挂起”状态。
在下列条件下可以重新打开任务：

表 38-2    重新打开任务的条件
任务状态 终用户
等待接受者处理/正在运行 可以编辑“说明”、“属性”或“问题”部分的数据或将数据导入这些部分。保存任务时，它将重置给接受者，并且将清除问题答案。
等待批准者处理 可以编辑“说明”、“属性”或“问题”部分的数据或将数据导入这些部分。保存任务时，它将重置给接受者，并且将清除问题答案。
已关闭/错误 在“任务详细信息”中，任务所有者可以单击“重新打开”来重新打开任务进行更改。保存任务时，它将重置给接受者。

要更新调度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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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打开调度。
4. 选择状态为已关闭或错误的任务，单击右键，然后选择查看。

此时将显示“查看任务”对话框。
5. 单击重新打开。
6. 编辑任务
7. 如果系统显示一个警告，指示接受者必须再次完成任务或将再次执行服务，请单击是继续，或单击否取消。
8. 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已关闭”任务，单击关闭。
• 对于“错误”任务，单击保存并关闭。

在调度中重新分配用户
您可能需要定期向不同调度重新分配用户。例如，您可能创建了一个调度并为一个用户分配了某些权限，但随后该员工离开了公司，而另一名员工继承了这些调度。您可以使用“调度”对话框中的“重新分配”功能自动更改分配，而无需手动搜索、打开和编辑各个调度。使用“重新分配”功能可快速查找与一名用户相关的调度，并将它们重新分配给另一名用户。
可以一次为多个调度重新分配用户。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具有大量调度，这会很有用。
要重新分配用户：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为其重新分配用户的调度。
4. 依次单击操作和重新分配用户。
5. 对于查找用户，请单击查找用户，然后针对要替换的用户输入搜索条件：

a. 在选择用户对话框中，输入用户的名字或姓氏，然后单击搜索。
b. 从结果中选择用户，然后单击确定。

6. 对于替换为，请单击替换为图标，然后针对要为其重新分配任务的用户输入搜索条件。
a. 在选择用户对话框中，输入用户的名字或姓氏，然后单击搜索。
b. 从结果中选择用户，然后单击确定。

7. 选择结束时间介于日期。
8. 为必须重新分配的用户选择角色：

• 所有者
• 接受者
• 批准者
• 查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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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重新分配。
该过程结束时，系统将显示“重新分配用户 - 成功”消息，表明用户重新分配已完成；并显示调度名称和已完成的用户重新分配总数。

对流程自动任务授权
创建流程自动任务时，为安全起见，请指定一个用户帐户，使任务在该帐户下运行。为保证安全，符合以下任何情况时，您可能需要对执行任务进行授权：
• 向调度添加具有备用运行时用户（称为“运行身份”的用户）的流程自动任务，无论是从模板还是手动添加该任务
• 将调度设置为“打开”状态时，如果调度尚未完成，系统会自动发出授权请求。
如果接受者（或任务所有者（如果所有者也是接受者））之外的其他用户修改了任务的参数，授权将重置为未授权，必须通过输入密码来获得授权。对于流程自动任务，如果指定的或默认的“运行身份”用户之外的其他用户修改了参数，任务将重置为未授权。
授权可以确保执行流程自动任务的用户对任务运行所用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具有安全权限。知道运行时用户凭据的管理员可以执行授权，或向该用户发出请求来获得授权。
调度运行流程自动任务时，如果未提供授权，将不运行该任务，其状态更改为“需要注意”。如果所有者或接受者编辑该任务，任务详细信息将指示需要授权。在本例中，仅“运行身份”用户可以为任务授权。
接收授权请求的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中的链接或登录应用程序，在工作列表中访问授权。

注：
在“调度”或“工作列表”中，在任务“开始日期”前，“管理员”、“调度所有者”或“任务所有者”都可以为任务授权。在任务“开始日期”后，仅“运行身份”用户可以为任务授权。

要对任务授权：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选择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选择调度。
4. 依次选择操作和对任务授权。

系统显示用户选择列表和所选调度的未授权任务表。用户选择列表中的用户具有待执行的需要授权的流程自动任务。
5. 从用户选择列表中选择用户。

系统显示该用户的未授权任务列表。默认情况下，您的用户名将以粗体形式显示在该列表中的第一位。如果您没有未授权任务，则该列表为空。
6. 选择需要授权的任务。
7. 要查看任务详细信息，请单击任务名称并查看任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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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要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任务所有者，请单击任务旁边的“所有者”名称并查看用户详细信息。

设置调度状态
您可以通过设置调度状态来管理调度生命周期。根据调度的当前状态，可以将其状态设置为“打开”、“已关闭”或“已锁定”。要设置调度状态，您必须是调度所有者或服务管理员。
可以一次为多个调度设置状态。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具有大量调度，这会很有用。
以下为可用的状态：
• 挂起：调度尚未处于活动状态。这是创建调度时的默认状态。对于处在挂起状态的调度，无法关闭或锁定调度。
• 打开：调度处于打开状态以便执行工作。可运行调度中的任务。
• 已关闭：调度不再处于活动状态，但是可能需要某些后续工作。调度中的任务将根据各自的定义继续进行，但您无法向调度中添加任务。调度所有者或管理员可以重新打开“已关闭”的调度，该操作会将调度的状态更改为“打开”。
• 已锁定：调度已锁定，无法修改。您可以根据需要重新打开已锁定的调度。
创建调度后，其默认状态为“挂起”，以便您对其进行 终调整，以及添加、编辑或删除任务。
要运行调度，请将状态从“挂起”更改为“打开”。打开调度之后，将会根据任务的定义开始执行任务。已满足其开始条件的任务的状态将设置为“打开”，并向其接受者发送任务通知。

注：
如果已到了调度任务的开始时间，但是还没有为系统自动任务提供授权，则该任务保持在“挂起”状态并要求授权。

如果调度中的工作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 - 需要做的只是后续工作，则您可将状态设置为“已关闭”。不能向“已关闭”调度添加新任务，但是用户可以继续处理未完成的任务。可以重新打开已关闭的调度，这样会将其状态更改为“打开”。
所有任务都完成后，将状态设置为“已锁定”。您无法编辑已锁定的调度，但如果需要，可以将状态重新设置为“打开”。
要设置调度状态：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为其设置状态的调度。
4. 依次单击操作和设置状态，或者从设置状态下拉列表中选择。
5. 根据当前的状态，单击以下状态选项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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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 已关闭
• 已锁定

查看调度历史记录
系统维护着调度操作的历史记录，可通过“编辑调度”对话框查看历史记录。“历史记录”选项卡显示已更新的组件、修改类型、新值和旧值、进行修改的用户以及更改日期。这些信息为只读信息。
要查看调度历史记录：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选择调度。
4. 选择历史记录选项卡并查看调度历史记录。

• 修改类型：指示更改类型：“已创建”、“已更改”、“已添加”和“已删除”
• 修改时间：修改的日期
• 修改者：修改调度的用户的名称
• 旧值
• 新值

5. 单击确定。
验证调度

可以对状态为“挂起”或“打开”的调度进行验证。验证调度将检查以下方面的问题：开始和结束日期、前置任务关系、父代-子代关系以及缺少用于产品集成的任务参数。在解决所有验证错误后，才能将调度的状态从“挂起”更改为“打开”。要验证调度，您必须是调度所有者或服务管理员。
验证结果将显示调度名称、状态和错误消息。可以根据调度名称或状态对结果进行排序。
要验证调度：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选择要验证的一个或多个调度。
4. 单击操作，然后选择验证。

如果不存在任何错误，验证结果将显示“调度有效”消息。如果出错，将显示错误详细信息。
锁定调度

您可以锁定调度以防止用户对其作进一步的更改。
要锁定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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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在调度列表中选择调度。
4. 选择列表中调度右侧的操作图标，然后选择设置状态，或者从设置状态下拉列表中选择已锁定。
5. 可选：如果需要重新打开已锁定的调度，请依次选择操作和设置状态，或者从设置状态下拉列表中选择打开。

查看调度
在“调度”中，您可以指定要为调度列表显示哪些列，或指定显示全部列。您还可以更改列的相对顺序，按升序或降序对列排序，或更改列宽。
要显示列：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执行以下一个或多个任务：

• 要显示所有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列和全部显示。
• 要显示特定的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和列，然后选择或取消选择列名。
• 要对列重新排序，请依次选择视图和重排列序，然后选择列并使用向上或向下箭头或者拖动它们来更改顺序。
• 要对列排序，请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上方直到显示排序图标，然后单击按升序排序或按降序排序。
• 要更改列宽，请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分隔线上方直到显示箭头，然后将列拖动到所需的宽度。

搜索调度
您可以使用“调度”列表中的“搜索”文本框快速查找调度。可以输入完整或部分名称进行搜索。使用筛选器栏，可以控制在列表中看到的调度。默认情况下，将显示所有调度。
要搜索调度：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要搜索调度，请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搜索条件。
4. 可选：在筛选器栏中，单击类别以显示其他搜索运算符，例如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开头为和结尾为。

您可以使用以下类别筛选调度：名称、年份、期间、状态、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单击添加筛选器以添加其他筛选器：创建者、创建时间、基准日期、说明、上次更新者、上次更新时间、组织单位、所有者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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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单击添加筛选器以查看所有类别。
• 要隐藏筛选器栏，请单击筛选器图标。
•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单击

图标中的清除所有筛选。

删除调度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调度。要删除调度，您必须是调度所有者或服务管理员。删除某个调度会从系统中删除该调度以及对该调度的所有引用。
要删除调度：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调度选项卡。
3. 从调度中，选择要删除的调度。
4. 单击删除。

系统将显示一条警告，指明如果删除某个调度，还会永久删除该调度中的所有任务，而且唯一的恢复方法是从备份进行恢复。
5. 要删除调度，请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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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管理任务管理器集成
可以允许任务管理器任务包括 EPM 云和其他外部应用程序中的集成。
任务管理器允许用户将集成的任务合并到其业务流程中。这通过自动执行手动任务或者包括嵌入式应用程序页面或链接来简化流程。
要管理任务管理器集成，您必须具有“服务管理员”角色。
任务管理器支持以下集成类型：
终用户
终用户集成任务要求用户与应用程序网页进行交互。这些应用程序网页显示在任务中或者作为链接包括在任务中。集成需要用户任务的执行 URL 以及一组可选参数。执行 URL 启动外部程序，参数将任务所需的信息传递到该外部程序。例如，“批准日记帐”集成包含日记帐的视点维值等参数。

用户必须执行并验证任务。例如，这类任务可能是提交数据之类的常规任务，也可能是要求对产品进行集成以促进完成或验证完成情况的任务。
流程自动化
“流程自动化”任务在连接的应用程序中启动操作。这些集成在到达开始日期和时间并且完成了前置任务（例如夜间从总帐中提取数据）的情况下，将会自动在外部应用程序中开始执行。这些任务通常在工作时间之后执行。它们需要有限的用户干预，没有接受者。
事件监控
“事件监控”任务是被动任务。它不会启动任何操作，但会监控另一个等待操作或状态发生的应用程序。一旦操作或状态发生，就会将任务标记为完成。这些任务基于在外部应用程序中发生的事件，例如批准日记帐。
任务管理器提供以下预构建的集成：
• 云集成：EPM 云连接的 终用户和流程自动化集成。请参阅“管理与 EPM 云服务的集成”。
• 云集成：Oracle Cloud ERP。请参阅“管理与云和内部部署应用程序的集成”。
• 内部部署 终用户和事件监控集成。请参阅“管理与云和内部部署应用程序的集成”。
• 内部部署 Oracle E-Business Suite General Ledger 集成、应付帐款集成和应收帐款集成。请参阅“管理与云和内部部署应用程序的集成”。
如果需要任何其他云或内部部署集成，可以创建自定义集成。请参阅“创建自定义集成”。

管理与 EPM 云服务的集成
如果您使用的是任务管理器并订阅了其他 EPM 云服务，则可以在服务之间创建连接，并使用任务管理器功能启用集成。
通过预构建的集成，可以执行任务管理器任务来访问其他 EPM 云功能。
任务管理器中为以下 EPM 云服务提供了预构建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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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块
•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 Tax Reporting

要进一步了解如何设置集成，请参阅“在 EPM 云中添加预构建的集成”。
要进一步了解有哪些 终用户集成可用，请参阅“EPM 云的 终用户集成”。
要进一步了解有哪些预构建的自动集成可用，请参阅“EPM 云的自动化集成”。

在 EPM 云中添加预构建的集成
请确保满足先决条件，然后按照以下步骤设置任务管理器和其他 EPM 云服务之间的集成。
先决条件
要在 EPM 云服务之间创建集成，需要订阅要与之集成的 EPM 云服务。
创建集成类型和任务类型
您可以通过添加与其他 EPM 云服务的连接来添加 EPM 云集成，然后部署集成和任务类型。要在 EPM 云中添加预构建的集成：
1. 在包含任务管理器的服务和其他服务之间创建连接：

•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连接。
• 单击创建以创建新连接：

– 对于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选择其他 Web 服务提供商。
– 对于所有其他 EPM 服务，选择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提供商。
• 为 EPM Connect 连接命名。例如，如果与 Tax Reporting 集成，则可以将连接名称指定为 TRCS。
• 指定连接 URL。
• 指定用户凭据。
• 此外，对于其他 Web 服务提供商，必须指定高级选项。单击显示高级选项。

– 对于类型，选择参数。
– 对于名称，输入 SERVICE_TYPE（此为固定值）。
– 对于值，输入 EDMCS（此为固定值）。

有关连接 EPM 云订阅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 Tax Reporting》中的“在 EPM 云中连接环境”。
2.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3.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4. 从集成页面中，单击管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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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管理连接的操作中选择同步 EPM 连接。

此时将显示一条告知同步进度并详述向服务中所添加集成的消息。将会为每个集成添加一个集成类型和任务类型。
另请参阅：
• EPM 云的 终用户集成
• EPM 云的自动化集成

EPM 云的 终用户集成
您可以通过 终用户集成在使用任务管理器的同时访问其他远程 EPM 云环境中的功能。本节列出了可用于以下 EPM 云服务的 终用户集成：
•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块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和 Tax Reporting

•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有关远程 EPM 云功能的说明，请参阅该 EPM 云服务的文档。
Account Reconciliation 的 终用户集成任务
• 控制台
• 调节列表（期间、保存的列表）
• 报表
• 事务列表（期间、保存的列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的 终用户集成
• 审批

第 39 章管理与 EPM 云服务的集成

39-3



• 配置应用程序
• 输入表单数据（表单）必需参数是“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下拉列表中显示的“表单”（EPM 对象类型）。
• 导出数据
• 导出元数据
• 导出日记帐
• 生成财务报表必需参数是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的报表。
• 导入数据
• 导入元数据
• 导入日记帐
• 无效交叉点报表
• 生成公司内匹配报表
• 生成日记帐报表
• 管理审批
• 管理维
• 管理表单
• 管理日记帐
• 管理所有权
• 管理期间
• 管理有效交叉点
• 刷新应用程序
• 查看仪表板（仪表板）必需参数是“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下拉列表中显示的“仪表板”（EPM 对象类型）。
• 查看财务报表
Tax Reporting 的 终用户集成
• 审批
• 配置应用程序
• 输入表单数据（表单）必需参数是“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的下拉列表中显示的“表单”（EPM 对象类型）。
• 导出数据
• 导出元数据
• 生成财务报表必需参数是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的报表。
• 导入数据
• 导入元数据
• 无效交叉点报表

第 39 章管理与 EPM 云服务的集成

39-4



• 管理审批
• 管理维
• 管理表单
• 管理期间
• 管理有效交叉点
• 刷新应用程序
• 查看仪表板（仪表板）。必需参数是“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的下拉列表中显示的“仪表板”（EPM 对象类型）
• 查看财务报表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块的 终用户集成
• 审批
• 输入表单数据（表单）必需参数是“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下拉列表中显示的“表单”（EPM 对象类型）。
• 生成财务报表必需参数是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的报表。
• 无效交叉点报表
• 管理审批
• 管理维
• 管理规则
• 管理有效交叉点
• 查看仪表板（仪表板）。必需参数是“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的下拉列表中显示的“仪表板”（EPM 对象类型）
• 查看财务报表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的 终用户集成
• 仪表板
• 生成收益报表
• 利润曲线（利润曲线）必需参数是“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的下拉列表中显示的“利润曲线”（EPM 对象类型）。
• 查看仪表板（仪表板）。必需参数是“任务详细信息”对话框下拉列表中显示的“仪表板”（EPM 对象类型）。

查看报表（报表）
EPM 云的自动化集成

为以下 EPM 云服务提供了预构建的集成：
•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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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块
•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 Tax Reporting

要使用预构建的 EPM 云集成，必须指定集成的参数。自动集成的许多参数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这样就无需您手动输入值。例如，要运行规则或规则集，可以从业务规则列表中选择，例如 ForceConsolidate 或 ForceTranslate。
EPM 云 (Common) 的集成
集成名称/模块 模块 说明 参数/说明
从 Tax Reporting 中复制文件 除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外的所有 EPM 云服务

将文件从配置了任务管理器的当前服务复制到其他
EPM 云服务。
例如，如果您在 Tax
Reporting 中配置了任务管理器，并设置了
Account Reconciliation连接，则从 Tax
Reporting 中复制文件会将文件从 Tax Reporting复制到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文件名：要复制的文件的名称。
• 将文件另存为：要保存的文件的名称。这可以不同于原始文件名。
• 外部目录名称（可选）：目录的名称。

将文件复制到 Tax
Reporting

除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外的所有 EPM 云服务

将文件从其他 EPM 云服务复制到配置了任务管理器的当前服务。
• 文件名：要复制的文件的名称。
• 将文件另存为：要保存的文件的名称。这可以不同于原始文件名。
• 外部目录名称（可选）：目录的名称。

从 Tax Reporting 中删除文件 除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外的所有 EPM 云服务

从 EPM 云服务中删除文件。 文件名：要删除的文件的名称。

另请参阅“复制和删除集成文件”
Account Reconciliation 的集成
集成名称/模块 模块 说明 参数/说明
更改期间状态 调节合规性 更改期间的状态（“打开”、“已关闭”、“挂起”、“已锁定”）。

Period：期间的名称
status：“挂起”、“打开”、“已关闭”、“已锁定”

创建期末调节 调节合规性 将所有选定的配置文件复制到期间，并返回成功或失败状态。
Period：期间的名称
Filter：与调节匹配的筛选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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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模块 模块 说明 参数/说明
导入余额 调节合规性 使用数据管理从先前创建的数据加载定义导入余额数据。

Period：期间的名称
dl_Definition：先前保存的数据加载的名称，采用
DL_name 格式，例如
DL_test

导入预映射的余额 调节合规性 导入预映射的余额。 Period：期间的名称
BalanceType：SUB|
SRC，适用于子系统或源系统
CurrencyBucket：货币组，例如 Functional

File：与收件箱相关的文件的名称，例如
balances.csv。必须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将文件上传至 ARCS。

导入预映射的事务 调节合规性 为特定期间导入预映射事务。 TransactionType：允许的事务类型为 BEX（已解释的余额）、SRC（对源系统的调整）和 SUB（对子系统的调整）
File：与收件箱相关的文件的名称，例如
transactions.csv。必须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将文件上传至
ARCS。
DateFormat：日期格式，例如 MM/dd/yyyy、
dd/MM/yyyy、dd-MMM-
yy、MMM d,yyyy 或以上全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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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模块 模块 说明 参数/说明
导入预映射的事务 事务匹配 将包含预映射事务的文件导入到“事务匹配”。 DataSource：事务将导入到的数据源的文本 ID

File：与收件箱相关的文件的名称，例如
transactions.csv。必须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将文件上传至
ARCS。
ReconciliationType：事务文件将导入到的调节类型的文本 ID，例如 Bank
to GL。
DateFormat：日期格式，例如 MM/dd/yyyy、
dd/MM/yyyy、MM-dd-
yyyy、d-M-yyyy、dd-
MMM-yy、MMM d、
yyyy

导入配置文件 调节合规性 为特定期间导入配置文件。 ImportType：导入类型。支持的值为 Replace 和
ReplaceAll
Period：要导入配置文件的期间
ProfileType：配置文件类型。支持的值为 Profiles和 Children

File：与收件箱相关的文件的名称，例如
profiles.csv。必须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将文件上传至 ARCS。
DateFormat：日期格式，例如 MM/dd/yyyy、
dd/MM/yyyy、d-M-
yyyy、dd-MMM-yy、
MMM d, yyyy 或以上全部格式

导入汇率 调节合规性 针对特定期间和汇率类型导入汇率。 Period：期间的名称
RateType：汇率类型，例如 Accounting
导入汇率（调节合规性）
File：与收件箱相关的文件的名称，例如
rates.csv。必须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将文件上传至 ARCS。
ImportType：支持的导入类型为 Replace 和
Replace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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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模块 模块 说明 参数/说明
监视调节 调节合规性 监视 ARCS 中的调节列表。 Period：期间的名称

Filter：用于查询调节列表的筛选器字符串
运行自动匹配 事务匹配 在“事务匹配”中运行自动匹配流程。 ReconTypeId：要自动匹配的调节类型的文本 ID

查看调节 调节合规性 查看指定期间的调节。 Period：期间的名称
Saved List：公共已保存列表的名称

查看事务 事务匹配 查看指定期间的事务。 Period：期间的名称
Saved List：公共已保存列表的名称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集成
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导出维 将维从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导出到已配置的连接。此为流程自动集成。请参阅“在
EPM 云中添加预构建的集成”。

应用程序：从中导出维的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应用程序的名称。
维：要导出的维的名称。
连接：可选。维要导出到的连接的名称。
文件名：从中导出维的文件和路径。

导出维映射 将维映射从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导出到已配置的连接。此为流程自动集成。

应用程序：从中导出维映射的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应用程序的名称。
维：要导出的维映射的名称。
连接：可选。维映射要导出到的连接的名称。
映射位置：维映射要导出到的位置。
文件名：从中导出维映射的文件和路径。

导入维 将维从已配置的连接导入到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应用程序。此为流程自动集成。请参阅“在 EPM 云中添加预构建的集成”。

应用程序：维要导入到的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应用程序的名称。
维：要导入的维的名称。
连接：从中导入维的连接的名称。
文件名：从中导入维的文件和路径。
导入选项：可选。确定如何将数据导入到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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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提取维 将维从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提取到已配置的连接。此为流程自动集成。
应用程序：从中提取维的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应用程序的名称。
维：要提取的维的名称。
提取：提取的名称。
连接：维要提取到的连接的名称。
文件名：从中提取维的文件和路径。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和 Tax Reporting 的集成
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清除多维数据集 清除输入多维数据集和报表多维数据集中的特定数据。 名称：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的名称。
将所有权数据复制到下一年 自动执行将所有权数据从一年中的 后一个期间复制到下一年的第一个期间的任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EPM Automate》中的
"copyOwnershipDataToNextYe
ar"。

Scenario：方案的名称，如“实际”（可选）
Years：可选

多维数据集刷新 刷新 OLAP 多维数据集。 名称：刷新多维数据集作业的名称。
清除数据 使用配置文件名称执行清除数据作业。有关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使用“清除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清除数据”。有关在 Tax
Reporting 中使用“清除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清除数据”。

配置文件名称：清除数据配置文件名称。

复制数据 使用配置文件名称执行复制数据作业。有关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使用“复制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复制数据”。有关在 Tax
Reporting 中使用“复制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复制数据”。

配置文件名称：复制数据配置文件名称。

导出数据 使用“导出数据”类型作业中指定的导出数据设置（包括文件名），将应用程序数据导出到文件。包含导出数据的文件存储在存储库中。

名称：导出数据作业的名称。
导出文件名：可选。要向其导出数据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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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导出数据映射 将数据管理中定义的数据映射导出到指定位置。此为流程自动集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EPM 云中添加预构建的集成”。

成员映射定义在单个维中源成员和目标维成员之间的关系。

维：要导入的特定维的维名称，例如 ACCOUNT，或用于导入所有维的 ALL。
文件名：从中导出映射的文件和路径。文件格式可能为 .CSV、.TXT、.XLS或 .XLSX。在文件路径中包含收件箱，例如，outbox/
BESSAPPJan-06.csv。
位置名称：要导出到的位置的名称。

导出所有权数据 自动执行将所有权数据从实体导出到逗号分隔 CSV 文件的任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EPM
Automate》中的
"exportOwnershipData"。

Entity：实体的名称。
Scenario：方案名称，例如
Actual。可选。
Years：可选
Period：期间名称，例如
January。可选。
文件名：要导出的文件的名称。

导入数据 使用“导入数据”类型作业中指定的导入数据设置，将数据从存储库中的文件导入到应用程序。

名称：导入数据作业的名称。
导入文件名：可选。要从其导入数据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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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导入数据映射 将数据管理中定义的数据映射导入到指定位置。此为流程自动集成。

成员映射定义在单个维中源成员和目标维成员之间的关系。
您可以从选定的 Excel、.CSV或 .TXT 文件中导入成员映射。

作业类型：作业类型
MAPPINGIMPORT。
作业名称：要导入的特定维的维名称，例如 ACCOUNT，或用于导入所有维的 ALL。
文件名：从中导入映射的文件和路径。文件格式可能为 .CSV、.TXT、.XLS或 .XLSX。文件必须在导入之前上传到收件箱或收件箱的子目录。在文件路径中包含收件箱，例如，inbox/
BESSAPPJan-06.csv。
导入模式：MERGE 用于添加新规则或替换现有规则，
REPLACE 用于在导入之前清除以前的映射规则。
验证模式：是否使用验证模式：true 或 false。如果输入
true，则针对目标应用程序验证目标成员；如果输入 false，则加载映射文件而不进行任何验证。请注意，此验证流程是资源密集型流程，比 false 验证模式需要更长的时间；大多数客户选择的选项是 false。
位置名称：应在其中加载映射规则的数据管理位置。映射规则特定于数据管理中的位置。

导入元数据 使用“导入元数据”类型作业中指定的导入元数据设置，将元数据从存储库中的文件导入到应用程序。

名称：在导入元数据中定义的批处理的名称。

导入所有权数据 自动执行将环境中可用的 CSV文件中的所有权数据导入到期间的任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EPM
Automate》中的
"importOwnershipData"。

Scenario：方案名称，例如
Actual。可选。
Years：可选
Period：期间名称，例如
January。可选。
文件名：要导入的文件的名称。

日记帐期间 自动打开或关闭日记帐期间。
仅当没有已批准和未推送日记帐时，系统才会关闭相应期间。如果存在已批准和未推送日记帐，系统不会关闭相应期间，并返回错误。
如果存在处于“正在处理”和“已提交”状态的未推送日记帐，系统将关闭相应期间，并显示警告。

Scenario：方案名称，例如
Actual
Year：年份，例如 FY20

Period：期间名称，例如
January
Action：Open 或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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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监视企业日记帐

注
：
此集成仅适用于
F
i
n
a
n
c
i
a
l
C
o
n
s
o
l
i
d
a
t
i
o
n
a
n
d
C
l
o
s
e

在年份/期间内或按筛选列表监视日记帐的完成状态。 年份：可选。年份，例如
2022。可选。
期间：可选。期间名称，例如
January。可选。
筛选器名称：可选。您为监视企业日记帐的状态创建的筛选器的名称。

注
：
尽管所有参数都是可选的，但您必须至少指定一个筛选器名称或者年份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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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重新计算所有权数据 自动执行重新计算所有权数据的任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使用 EPM
Automate》中的
"recomputeOwnershipData"。

Scenario：方案名称，例如
Actual
Years：年份，如 FY20

Period：期间名称，例如
January

运行批处理规则 执行已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一批作业。 名称：要执行的报表的名称，例如 Dimension Map For
POV (Dimension, Cat, Per)
Path报表格式类型：报表的文件格式 - PDF、XLSX 或 HTML
参数：数量和值因报表而异
Location：报表的位置，例如
Comma_Vision运行身份：必须在“工作流”选项卡中指定此参数。

运行业务规则 启动业务规则。 名称：业务规则的名称，与定义的完全相同。
参数：JSON 语法中的运行时提示。参数名称应与规则定义中定义的名称完全相同。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还支持以下格式，示例：
"Scenario=Actual"
"Entity=Total Geography"
"Year=FY21" "Period=Apr"

运行业务规则集 启动业务规则集。支持没有运行时提示或者具有运行时提示并使用默认值的规则集。
名称：业务规则集的名称，与定义的完全相同。
参数：JSON 语法中的运行时提示。参数名称应与规则定义中定义的名称完全相同。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还支持以下格式，示例：
"Scenario=Actual"
"Entity=Total Geography"
"Year=FY21" "Period=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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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运行合并 此任务是运行合并的实用程序任务。任务将提示用户输入运行任务所需的参数，例如

Scenario、Year、Period 和
Entity。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可以添加多个实体，用逗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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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运行数据规则 基于指定的起始期间和结束期间以及导入或导出选项执行数据管理数据加载规则。

作业名：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数据加载规则的名称。
起始期间：要加载数据的第一个期间。此期间名称必须在数据管理期间映射中进行定义。
结束期间：要加载数据的 后一个期间。此期间名称必须在数据管理期间映射中进行定义。
导入模式：确定如何将数据导入到数据管理。
APPEND，添加到现有规则
POV 数据之后
REPLACE，用于删除 POV 数据并将其替换为文件中的数据
RECALCULATE，跳过导入数据，但使用更新的映射和逻辑帐户重新处理数据。
NONE，用于跳过将数据导入到数据管理临时表的操作
导出模式：确定如何将数据导出到数据管理。
STORE_DATA，合并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和现有的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Tax Reporting 数据
ADD_DATA，将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加到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Tax Reporting
SUBTRACT_DATA，从现有的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Tax Reporting 数据中减去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
REPLACE_DATA，用于清除
POV 数据并将其替换为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方案”、“版本”、“年”、“期间”和“实体”中的数据将被清除
NONE，跳过将数据从数据管理导出到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Tax Reporting 的操作
文件名：可选。如果未指定文件名，则此 API 会导入加载数据规则指定的文件名中包含的数据。在执行数据规则之前，数据文件必须已在收件箱中。
运行身份：必须在“工作流”选项卡中指定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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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运行强制合并 此任务是运行强制合并的实用程序任务。任务将提示用户输入运行任务所需的参数，例如

Scenario、Year、Period 和
Entity。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可以添加多个实体，实体之间用逗号分隔。

运行强制转换 此任务是运行强制转换的实用程序任务。任务将提示用户输入运行任务所需的参数，例如
Scenario、Year、Period 和
Entity。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可以添加多个实体，用逗号分隔。

运行转换 此任务是运行转换的实用程序任务。任务将提示用户输入运行任务所需的参数，例如
Scenario、Year、Period 和
Entity。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可以添加多个实体，用逗号分隔。

锁定/解锁数据集成 锁定或解锁数据交换中集成的位置、类别和期间。此为流程自动集成。
操作：选择锁定或解锁。
锁定类型：选择锁定/解锁操作是适用于应用程序还是位置。
期间：基于数据交换中定义的集成或数据加载规则指定 POV的期间（例如“1 月 21 日”）。
类别：基于集成（数据规则）定义中的 POV 类别指定预定义“方案”值。
可用类别是在“数据管理”设置中创建的类别（例如“实际”）。
应用程序（可选）：如果选择的“锁定类型”是应用程序，则指定应用程序名称（例如
"Vision"）。
位置（可选）：如果选择的“锁定类型”是位置，则指定位置名称。如果位置已锁定，则无法向其加载数据。
按位置解锁（可选）：当所选操作是锁定且所选位置是应用程序时，可以指定此参数。
如果选中此选项，当锁定目标应用程序时，系统将锁定目标应用程序下的位置中存在的所有规则，而不是在应用程序级别锁定。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锁定和解锁 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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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块的集成
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清除多维数据集 清除输入多维数据集和报表多维数据集中的特定数据。 名称：清除多维数据集作业的名称。
多维数据集刷新 刷新 OLAP 多维数据集。 名称：刷新多维数据集作业的名称。
导出数据 使用“导出数据”类型作业中指定的导出数据设置（包括文件名），将应用程序数据导出到文件。包含导出数据的文件存储在存储库中。

名称：导出数据作业的名称。
导出文件名：可选。要向其导出数据的文件名。

导入数据 使用“导入数据”类型作业中指定的导入数据设置，将数据从存储库中的文件导入到应用程序。

名称：导入数据作业的名称。
导入文件名：可选。要从其导入数据的文件名。

导入元数据 使用“导入元数据”类型作业中指定的导入元数据设置，将元数据从存储库中的文件导入到应用程序。

名称：在导入元数据中定义的批处理的名称。

运行批处理 执行已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一批作业。 名称：要执行的报表的名称，例如 Dimension Map For
POV (Dimension, Cat, Per)
Path报表格式类型：报表的文件格式 - PDF、XLSX 或 HTML
参数：数量和值因报表而异
Location：报表的位置，例如
Comma_Vision

运行业务规则 启动业务规则。 名称：业务规则的名称，与定义的完全相同。
参数：JSON 语法中的运行时提示。参数名称应与规则定义中定义的名称完全相同。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还支持以下格式，示例：
"Scenario=Actual"
"Entity=Total Geography"
"Year=FY21" "Period=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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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运行业务规则集 启动业务规则集。支持没有运行时提示的规则集或使用默认值的运行时提示。

名称：业务规则集的名称，与定义的完全相同。
参数：JSON 语法中的运行时提示。参数名称应与规则定义中定义的名称完全相同。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还支持以下格式，示例：
"Scenario=Actual"
"Entity=Total Geography"
"Year=FY21" "Period=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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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运行数据规则 基于指定的起始期间和结束期间以及导入或导出选项执行数据管理数据加载规则。

作业名：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数据加载规则的名称。
起始期间：要加载数据的第一个期间。此期间名称必须在数据管理期间映射中进行定义。
结束期间：要加载数据的 后一个期间。此期间名称必须在数据管理期间映射中进行定义。
导入模式：确定如何将数据导入到数据管理。
APPEND，添加到现有规则
POV 数据之后
REPLACE，用于删除 POV 数据并将其替换为文件中的数据
RECALCULATE，跳过导入数据，但使用更新的映射和逻辑帐户重新处理数据。
NONE，用于跳过将数据导入到数据管理临时表的操作
exportMode：确定如何将数据导出到数据管理。
STORE_DATA，合并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和现有的
Oracle Hyperion Planning 数据
ADD_DATA，将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加到 Planning

SUBTRACT_DATA，从现有的
Planning 数据中减去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
REPLACE_DATA，用于清除
POV 数据并将其替换为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方案”、“版本”、“年”、“期间”和“实体”中的数据将被清除
NONE，跳过将数据从数据管理导出到 Planning 的操作
文件名：可选。如果未指定文件名，则此 API 会导入加载数据规则指定的文件名中包含的数据。在执行数据规则之前，数据文件必须已在收件箱中。

第 39 章管理与 EPM 云服务的集成

39-20



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锁定/解锁数据集成 锁定或解锁数据交换中集成的位置、类别和期间。此为流程自动集成。

操作：选择锁定或解锁。
锁定类型：选择锁定/解锁操作是适用于应用程序还是位置。
期间：基于数据交换中定义的集成或数据加载规则指定 POV的期间（例如“1 月 21 日”）。
类别：基于集成（数据规则）定义中的 POV 类别指定预定义“方案”值。
可用类别是在“数据管理”设置中创建的类别（例如“实际”）。
应用程序（可选）：如果选择的“锁定类型”是应用程序，则指定应用程序名称（例如
"Vision"）。
位置（可选）：如果选择的“锁定类型”是位置，则指定位置名称。如果位置已锁定，则无法向其加载数据。
按位置解锁（可选）：当所选操作是锁定且所选位置是应用程序时，可以指定此参数。
如果选中此选项，当锁定目标应用程序时，系统将锁定目标应用程序下的位置中存在的所有规则，而不是在应用程序级别锁定。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锁定和解锁 POV”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的集成
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应用数据授权 为给定的 Oracle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Cloud应用程序应用数据授权。此 API会提交作业在 Essbase 中创建并应用数据授权。此 API 会删除
Essbase 中的所有现有数据授权，并使用应用程序中的 新信息重新创建数据授权。如果有任何问题，它还可以用来修复数据授权。

无

部署 ML 多维数据集 部署或重新部署选定 Oracle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Cloud 应用程序的计算多维数据集。

isKeepData：指定是否保留现有数据
isReplacecube：指定是否替换现有数据
comment：任何用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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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运行 ML 计算 运行或清除选定应用程序的计算。与管理分类帐一起使用。 povGroupMember：要运行计算的 POV 组成员，例如

2015_January_Actual
isClearCalculated：是否清除计算数据，true 或 false

subsetStart：规则集开始序列号
subsetEnd：规则集结束序列号
Rule：SINGLE_RULE 的规则名称
ruleSetName：SINGLE_RULE选项的规则集名称
exeType：执行类型指定要运行的规则；可能的值为
ALL_RULES、
RULESET_SUBSET 和
SINGLE_RULE。根据 exeType值，可能需要其他参数。
exeType：ALL_RULES 覆盖所有其他选项，例如 subsetStart、
subsetEnd、ruleSetName 和
ruleName 等。
exeType：RULESET_SUBSET 仅考虑 subsetStart 和
subsetEnd。
exeType：SINGLE_RULE 仅考虑 ruleSetName 和 ruleName。
Comment：使用注释文本。
Delimiter：POV 组成员的字符串分隔符，例如下划线 (_)。

清除 ML POV 从任何应用程序的 POV 组合中清除模型对象和数据。 POV GroupMember：要运行计算的 POV 组成员，例如
2015_January_Actual
isManageRule：是否清除程序规则详细信息
isInputData：是否清除输入数据
IsAllocatedValues：是否清除分配的值
stringDelimiter：POV 组成员的字符串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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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复制 ML POV 将模型对象和数据从任何应用程序的源 POV 组合复制到目标

POV 组合。与管理分类帐应用程序一起使用。

POVs：包含在路径中
srcPOVMemberGroup：源 POV成员组，例如
2014_January_Actual
destPOVMemberGroup：目标
POV 成员组，例如
2014_March_Actual
isManageRule：是否复制程序规则详细信息
isInputData：是否复制输入数据
modelViewName：将数据切片从源 POV 复制到目标 POV

创建目标 POV：是否创建目标
POV（如果不存在）
字符串分隔符：POV 组成员的字符串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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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运行数据规则 基于指定的起始期间和结束期间以及导入或导出选项执行数据管理数据加载规则。

作业名：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数据加载规则的名称。
起始期间：要加载数据的第一个期间。此期间名称必须在数据管理期间映射中进行定义。
结束期间：要加载数据的 后一个期间。此期间名称必须在数据管理期间映射中进行定义。
导入模式：确定如何将数据导入到数据管理。
APPEND，添加到现有规则
POV 数据之后
REPLACE，用于删除 POV 数据并将其替换为文件中的数据
RECALCULATE，跳过导入数据，但使用更新的映射和逻辑帐户重新处理数据。
NONE，用于跳过将数据导入到数据管理临时表的操作
导出模式：确定如何将数据导出到数据管理。
STORE_DATA，合并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和现有的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数据
ADD_DATA，将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加到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SUBTRACT_DATA，从现有的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数据中减去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
REPLACE_DATA，用于清除 POV数据并将其替换为数据管理临时表中的数据。“方案”、“版本”、“年”、“期间”和“实体”中的数据将被清除
NONE，跳过将数据从数据管理导出到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的操作
文件名：可选。如果未指定文件名，则此 API 会导入加载数据规则指定的文件名中包含的数据。在执行数据规则之前，数据文件必须已在收件箱中。

运行批处理规则 执行已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一批作业。 作业名：在数据管理中定义的批处理的名称。
更新维 为使用平面文件创建的应用程序上传新的维平面文件。此为流程自动集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作业形式更新维”。

文件名：数据文件名分隔符字符：可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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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名称 说明 参数/说明
锁定/解锁数据集成 锁定或解锁数据交换中集成的位置、类别和期间。此为流程自动集成。

操作：选择锁定或解锁。
锁定类型：选择锁定/解锁操作是适用于应用程序还是位置。
期间：基于数据交换中定义的集成或数据加载规则指定 POV 的期间（例如“1 月 21 日”）。
类别：基于集成（数据规则）定义中的 POV 类别指定预定义“方案”值。
可用类别是在“数据管理”设置中创建的类别（例如“实际”）。
应用程序（可选）：如果选择的“锁定类型”是应用程序，则指定应用程序名称（例如 "Vision"）。
位置（可选）：如果选择的“锁定类型”是位置，则指定位置名称。如果位置已锁定，则无法向其加载数据。
按位置解锁（可选）：当所选操作是锁定且所选位置是应用程序时，可以指定此参数。
如果选中此选项，当锁定目标应用程序时，系统将锁定目标应用程序下的位置中存在的所有规则，而不是在应用程序级别锁定。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锁定和解锁 POV”

复制和删除集成文件
下面是 EPM 云的常见集成：
• 从 <EPM Cloud Service> 中复制文件
• 将文件复制到 <EPM Cloud Service>

• 从 <EPM Cloud Service> 中删除文件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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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这些集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3. 从预构建的集成列表中，选择从 <EPM Cloud Service> 中复制文件。这会将文件从当前任务管理器服务复制到远程 EPM 云服务。例如，如果您在 Tax Reporting 中配置了任务管理器，并设置了 Account Reconciliation 连接，则从 Tax Reporting中复制文件会将文件从 Tax Reporting 复制到 Account Reconciliation。

Note:

这适用于除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外的所有远程 EPM 云服务。
• 输入以下参数：

– 文件名：浏览到并选择要复制的文件。
– 将文件另存为：输入文件名（可以不同于原始文件名）。
– 外部目录名称（可选）：选择目录的名称。

• 单击保存并关闭。
4. 选择将文件复制到 <EPM Cloud Service>。这会将文件从其他 EPM 云服务复制到配置了任务管理器的当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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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这适用于除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外的所有远程 EPM 云服务。
• 输入以下参数：

– 文件名：浏览到并选择要复制的文件。
– 将文件另存为：输入文件名（可以不同于原始文件名）。
– 外部目录名称（可选）：选择目录的名称。

• 单击保存并关闭。
5. 选择从 <EPM Cloud Service> 中删除文件。这会将文件从 EPM 云服务中删除。

Note:

这适用于除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外的所有远程 EPM 云服务。
• 对于文件名，浏览到并选择要删除的文件。

• 单击保存并关闭。
另请参阅“EPM 云的自动化集成”。

管理与云和内部部署应用程序的集成
本附录介绍如何设置以下预构建的任务管理器集成：
• Oracle Cloud ERP 集成
• 内部部署集成
• 内部部署 Oracle E-Business Suite 事件监控集成
EPM 云使用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作为集成平台，以便任务管理器使用非 EPM 云服务执行自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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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适用于 Tax Reporting 的系统和用户流：

Oracle Cloud ERP 的 终用户集成
您可以通过任务管理器 终用户集成来访问远程云环境中的功能。本节列出了可用于
Oracle Cloud ERP 的任务管理器 终用户集成。
有关远程云功能的说明，请参阅该云服务的文档。
Oracle Cloud ERP - Assets 的 终用户集成
• 结合总帐调节资产余额
• 资产成本摘要
• 资产准备金摘要
• 计算折旧
• 计算递延折旧
• 资本化 CIP 资产
• 创建资产会计分录
• 日记帐分录准备金分类帐报表
• 管理资产分配
• 管理资产财务事务
• 管理成批报废
• 管理成批转移
• 税簿的定期成批复制
• 期间关闭异常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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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源行并提交推送成批增加
• 恢复资产
• 报废资产
Oracle Cloud ERP - Cash Management 的 终用户集成
• 银行对帐单调节
• 创建会计分录
• 现金与总帐调节报表
• 子分类帐期间关闭异常报表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的 终用户集成
• 自动推送日记帐
• 自动冲销日记帐
• 关闭总帐期间
• 创建分配规则
• 创建资产负债表结算日记帐
• 创建损益表结算日记帐
• 提取应付帐款与总帐调节数据
• 提取应收帐款与总帐调节数据
• 财务报表中心工作区
• 总帐会计仪表板
• 生成分配规则
• 总帐试算平衡表
• 总帐平均试算平衡表
• 总帐日记帐报表
• 总帐日记帐报表
• 总帐日记帐详细信息报表
• 总帐日记帐日常帐簿报表
• 总帐日记帐批摘要报表
• 总帐帐户详细信息报表
• 抵销帐户的总帐帐户分析报表
• 总帐平均余额审查帐户分析报表
• 总帐帐户分析报表
• 总帐试算平衡表报表
• 导入日记帐
• 管理总帐会计期间
• 管理日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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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总帐期间
• 期间关闭仪表板
• 调节应付帐款与总帐
• 调节应收帐款与总帐
• 重估余额
• 转换
• 跨分类帐传送余额
• 将余额传送到辅助分类帐
Oracle Cloud ERP - Intercompany 的 终用户集成
• 公司内帐户详细信息报表
• 公司内协调
• 公司内事务摘要报表
• 公司内事务工作区
• 管理公司内期间状态
• 将公司内事务传送至总帐
• 将公司内事务传送至应收帐款
• 将公司内事务传送至应付帐款
Oracle Cloud ERP - Payables 的 终用户集成
• 应用缺少的转换率
• 完成或取消未完成的付款流程请求
• 创建应付帐款会计分录
• 创建成批增加
• 提取应付帐款与总帐调节数据
• 导入应付帐款发票
• 导入应付帐款的付款请求
• 管理应付帐款期间
• 未结项重估报表
• 应付帐款未入帐事务报表
• 应付帐款发票登录页面
• 具有转移选项的应付帐款未入帐事务报表
• 应付帐款试算平衡表报表
• 期间关闭异常报表
• 审核应付帐款与总帐调节报表
• 待审批的事务
• 将成本传送至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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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到期应付票据状态
• 更新到期应付票据状态
• 对未验证的事务进行验证
Oracle Cloud ERP - Receivables 的 终用户集成
• 批准或驳回客户贷项
• 开单工作区
• 自动结算收款
• 创建自动开单调整
• 创建自动收款批
• 创建收款汇款批
• 创建滞纳费用批
• 创建自动收款注销
• 创建应收帐款会计分录
• 将调节数据从应收帐款提取到总帐
• 导入自动开票：主进程
• 管理应收帐款会计期间
• 管理收入调整
• 应收帐款余额工作区
• 通过加密箱处理收款
• 确认收入
• 按总帐帐户列出的应收帐款帐龄报表
• 提交子分类帐期间关闭异常报表
Oracle Cloud ERP - Tax 的 终用户集成
• 纳税调节报表
• 按应纳税帐户列出的纳税调节报表
Cloud ERP 集成的应用程序令牌值
令牌名称：SERVER

令牌说明：用于基于 URL 的集成的属性，例如，在以下虚构 URL 中： https://
customer_chosen_domain_name_fa.DC.oraclecloud.com

Oracle Cloud ERP 的事件监控集成
本节列出了适用于 Oracle Cloud ERP 的现成事件监控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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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有关自定义流程自动化或与 Oracle Cloud ERP 的事件监控集成，请参阅“创建自定义任务管理器集成”。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支持的事件
总帐支持以下事件：
源 事件 说明
总帐 会计期间已关闭 关闭总帐会计期间时发出信号。
总帐 会计期间已打开 打开总帐会计期间时发出信号。
总帐 会计期间已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总帐会计期间时发出信号。
总帐 日记帐批已批准 批准日记帐批时发出信号。
总帐 日记帐批推送已完成 推送日记帐批时发出信号。
添加到现有的现成连接的集成
下表列出了已添加的用于从任务管理器监视这些业务事件的集成，其中包括：
• 任务管理器中的集成类型
• 任务管理器中的任务类型
• 集成云中的集成流
连接名称 集成名称 集成代码 事件名称 说明 参数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期间关闭事件 R13GLPeriod
Close

会计期间已关闭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期间关闭事件监控

LedgerName：分类帐的名称。例如，美国主分类帐。
Period：期间的名称。例如
01-19。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期间打开事件 R13GLPeriod
Open

会计期间已打开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期间打开事件监控

LedgerName：分类帐的名称。例如，美国主分类帐。
Period：期间的名称。例如
01-19。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期间重新打开事件 R13GLPeriod
Reopen

会计期间已重新打开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期间重新打开事件监控

LedgerName：分类帐的名称。例如，美国主分类帐。
Period：期间的名称。例如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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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名称 集成名称 集成代码 事件名称 说明 参数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日记帐批准事件 R13GLJourna
lBatchAppro
ve

日记帐批已批准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日记帐批批准事件监控

BatchName：日记帐批名称
Period：期间的名称。例如
01-19。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日记帐推送事件 R13GLJourna
lBatchPost

日记帐批已推送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日记帐批推送事件监控

BatchName：日记帐批名称
Period：期间的名称。例如
01-19。

在任务管理器中设置集成
在任务管理器中，可以为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创建事件监控集成。当在另一个云服务或内部部署应用程序中出现外部事件时，会触发事件监控集成。
确保在 Oracle Cloud ERP 中启用了业务事件。您可以使用 REST API 验证事件。请参阅《REST API for Oracle Financials Cloud》指南的 "ERP Business Events REST Endpoints"部分中的如下主题：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financials/22d/farfa/api-erp-business-events.html

要验证这些事件，请参阅 "Get all business event records"。
如果未启用任何事件，请参阅 "Update the enabled indicator for a business event"。
按照以下步骤设置任务管理器与 Oracle Cloud ERP 之间的集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然后依次单击管理连接和集成云连接。
3. 在集成云连接对话框中，添加所需信息：

a. 对于 URL，输入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URL。
b. 对于服务管理员和密码，输入服务管理员凭据。
c. 单击验证。
d. 成功验证后，单击保存并关闭对话框。

启用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连接
要启用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连接：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然后单击管理连接。
3. 从列表中选择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单击操作，然后选择 编辑。
4. 在编辑连接对话框中，选择启用，然后单击确定。
5. 在部署到集成云对话框中，单击生成。

如果已启用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连接，则通过以下方式将集成流部署到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从“集成”屏幕中选择事件监控集成，接着在工具栏中单击部署到集成云。然后单击部署到集成云对话框中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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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流将部署到集成云，您可以通过登录到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来查看集成流。

注：
首次启用与集成云的连接时，所有集成云部署都将在激活期间失败。管理员必须在集成云中激活集成。在激活集成之前，管理员必须在集成云中设置集成。

在集成云中设置集成流
要在集成云中设置集成流：
1. 登录到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2. 导航到连接。

将会自动创建 EPM Fusion 连接和 EPM 连接。
3. 通过提供环境和凭据信息来编辑连接。有关创建连接的先决条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连接的先决条件”。

• EPM Fusion 连接是与 Oracle Cloud ERP 的连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Oracle ERP Cloud 适配器”。
• EPM 连接是指向任务管理器中 EPM 云服务的连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结合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适配器与

Oracle Integration”。
配置、测试和保存连接后，您会在连接旁边看到一个绿色的复选标记。

4. 返回到任务管理器并选择集成。
5. 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集成，然后单击工具栏中的部署到集成云。
6. 在部署到集成云对话框中，单击生成。

云集成部署即会成功。通过登录到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并单击“集成”来验证激活状态。
将事件监控任务添加到模板或调度
设置完成后，可以将事件监控任务添加到调度或模板中。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模板选项卡并创建新模板；例如 ERP 事件模板。
3. 创建事件监控任务。请参阅“创建任务”。

在“任务类型”中，确保选择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然后选择事件监控任务（例如期间打开事件）。
4. 在任务管理器中，单击模板，选择 ERP 事件模板并创建调度。请参阅“从模板创建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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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任务管理器中，单击调度，选择相应调度，然后将状态更改为打开。
您可以在调度任务屏幕中监控调度任务。

在 Oracle Cloud ERP 中触发期间关闭事件
要在 Oracle Cloud ERP 中引发期间关闭事件：
1. 登录到 Oracle Cloud ERP。
2. 依次选择总帐会计选项卡和期间关闭。
3. 单击总帐并选择期间，然后单击关闭期间。

 

 

4. 等待几分钟，在任务完成后，导航到任务中的调度任务屏幕以验证该任务是否已关闭。
在 Oracle Cloud ERP 中触发期间打开/重新打开事件
要在 Oracle Cloud ERP 中引发期间打开事件：
1. 登录到 Oracle Cloud ERP。
2. 依次选择总帐会计选项卡和期间关闭。
3. 单击总帐并选择期间，然后单击打开期间。
4. 等待几分钟，在任务完成后，导航到任务中的调度任务屏幕以验证该任务是否已关闭。

注：
如果您打开从未打开过的期间，则会触发期间打开事件。如果您打开以前关闭过的期间，则会触发期间重新打开事件。

在 Oracle Cloud ERP 中触发日记帐批已批准事件
要在 Oracle Cloud ERP 中引发日记帐批已批准事件：
1. 登录到 Oracle Cloud ERP。
2. 依次选择总帐会计选项卡和日记帐。
3. 单击需要我审批，选择日记帐批，然后单击批准。
4. 等待几分钟，在任务完成后，导航到任务中的调度任务屏幕以验证该任务是否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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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只有当日记帐批已批准事件是多级别审批流程中的 后一个审批事件时，才能触发该事件。

在 Oracle Cloud ERP 中触发日记帐推送事件
要在 Oracle Cloud ERP 中引发日记帐批已批准事件：
1. 登录到 Oracle Cloud ERP。
2. 依次选择总帐会计选项卡和日记帐。
3. 单击任务并选择创建日记帐。
4. 在创建日记帐屏幕中，指定所需信息，然后单击保存。

注：
日记帐批名称和会计期间应与任务管理器调度中任务的参数相匹配。

5. 等待几分钟，在任务完成后，导航到任务中的调度任务屏幕以验证该任务是否已关闭。
内部部署应用程序的 终用户集成

您可以通过任务管理器 终用户集成来访问内部部署环境中的功能。本节列出了可用于内部部署应用程序的任务管理器 终用户集成。
有关内部部署功能的说明，请参阅该应用程序的文档。
Hyper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的 终用户集成
• 加载数据
• 加载 IC 事务
• 加载日记帐
• 管理文档
• 批准日记帐
• 创建日记帐
• 数据网格
• 提取数据
• 提取 ICT

• 提取日记帐
• IC 匹配模板报表
• 基于帐户的公司内匹配报表
• 基于事务 ID 的公司内匹配报表
• 公司内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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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内事务报表
• 日记帐报表
• 所有权管理
• 推送日记帐
• 流程控制
• 处理 ICT

• 任务列表
• Web 数据输入表单
Oracle E-Business Suite (EBS) 的 终用户集成
应付帐款任务
• 关闭应付帐款期间
• 费用报表导入
• 打开下一个应付帐款期间
• 应付帐款审批工作流
• 审核暂挂和版本
• 开放式接口导入（应付帐款开放式接口导入）
• 导入公司内事务（应付帐款开放式接口导入）
• 验证所有未验证的发票（发票验证）
• 暂挂发票报表
• 更新到期应付状态（更新到期应付票据状态）
• 将日记帐分录传送至 GL

• 运行未入帐事务报表（未入帐事务报表 (XML)）
• 运行未入帐事务转移（未入账事务报表 (XML)）
• 运行未入帐事务转移程序（未入账事务报表 (XML)）
• 发票推送登记表报表（应付帐款推送发票登记表）
• 付款推送登记表报表（应付帐款推送付款登记表）
• 运行应付帐款试算平衡表报表（应付帐款试算平衡表）
• 创建成批增加
• 运行应付帐款关键指标报表（关键指标报表）
• 运行财务税登记表（仅 RX：财务税登记表）
• 运行税审计跟踪报表
• 运行使用税负债报表
• 运行欧盟内部增值税审计跟踪报表
• 运行预扣税报表（AP 预扣税报表）
• 生成预扣税信函（AP 预扣税信函）
应收帐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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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 终 AR 事务调整
• 创建 终 AR 事务调整
• 创建定期注销
• 加密箱收款
• 打开后续期间任务
• 删除手动收入意外
• 设置期间以关闭挂起
• 手动核销收款
• 关闭应收帐款期间
• 导入发票创建的订单行信息（自动开票导入程序）
• 导入发票创建的订单行信息 - 非 Oracle（自动开票导入程序）
• 运行收入确认（收入确认）
• 创建会计分录
• 运行未推送 AR 项报表（未推送项报表）
• 运行收款登记表报表（已核销的收款登记表）
• 创建 终的会计分录并传送到 GL（创建会计分录）
• 将应收帐款生成到 GL 调节（AR 调节报表）
• 运行应收帐款分析报表（关键指标报表 - 摘要）
总帐任务
• 应收帐款调节
• 生成自动分配以分配租金费用
• 将财务结果合并到公司
• 保持重估汇率
• 审核租金费用的分配公式
• 子分类帐源日记帐审核
• 生成坏负债应计的经常性日记帐
• 打开新会计期间/关闭会计期间
• 推送子分类帐源日记帐
• 审核为外币持有设置的重估
• 反转上一期间应计
• 运行初始损益表报表
• 将财务结果合并到公司
• 运行到父货币的转换
• 运行初始明细试算平衡表报表（试算平衡表 - 明细）
• 运行外币日记帐报表（日记帐 - 已输入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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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ion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的 终用户集成
• 作业库
• 管理计算
• 管理数据库
• 管理模型视图
• 管理查询
• 管理规则
• 模型摘要
• 模型验证
• POV 管理器
• 规则平衡
• 系统报表
• 跟踪分配
Oracle Fusion Assets 的 终用户集成
• 编制源行并提交推送成批增加
• 资本化 CIP 资产
• 管理资产财务事务
• 管理资产分配
• 报废资产
• 恢复资产
• 管理成批财务事务
• 管理成批报废
• 管理成批转移
• 结合总帐调节资产余额
• 计算折旧
• 税簿的定期成批复制
• 日记帐分录准备金分类帐报表
• 计算递延折旧
• 创建资产会计分录
• 资产成本摘要
• 资产准备金摘要
• 期间关闭异常报表
Oracle Fusion Cash Management 的 终用户集成
• 银行调节
• 创建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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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分类帐期间关闭异常报表
• 现金与总帐调节报表
Oracle Fusion General Ledger 的 终用户集成
• 导入日记帐
• 自动推送日记帐
• 自动冲销日记帐
• 生成分配规则
• 总帐试算平衡表
• 总帐平均试算平衡表
• 总帐日记帐报表
• 总帐日记帐检查报表
• 总帐日记帐日常帐簿报表
• 总帐日记帐批摘要报表
• 总帐报表
• 抵销帐户的总帐帐户分析报表
• 总帐平均余额审查帐户分析报表
• 重估余额
• 转换
• 提取应付帐款与总帐调节数据
• 提取应收帐款与总帐调节数据
• 创建资产负债表结算日记帐
• 创建损益表结算日记帐
• 关闭总帐期间
• 打开总帐期间
• 将余额传送到辅助分类帐
• 跨分类帐传送余额
• 审核日记帐仪表板
• 管理日记帐
• 期间关闭仪表板
• 财务报表中心工作区
• 启动财务报表的工作区
• 调节应付帐款与总帐
• 调节应收帐款与总帐
• 管理总帐会计期间
• 创建分配规则
• 总帐帐户分析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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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帐日记帐报表
• 总帐试算平衡表报表
Oracle Fusion Intercompany 的 终用户集成
• 公司内事务工作区
• 管理公司内期间状态
• 将公司内事务传送至总帐
• 将公司内事务传送至应收帐款
• 将公司内事务传送至应付帐款
• 公司内帐户详细信息报表
• 公司内事务摘要报表
Oracle Fusion Payables 的 终用户集成
• 从外部系统导入事务
• 导入公司内事务
• 导入费用报表
• 对未验证的事务进行验证
• 批准需要审批的事务
• 更新到期应付票据状态
• 应用缺少的转换率
• 创建应付帐款会计分录
• 应付帐款未入帐事务报表
• 具有转移选项的应付帐款未入帐事务报表
• 期间关闭异常报表
• 未结项重估报表
• 期末调节报表
• 应付帐款试算平衡表报表
• 提取应付帐款与总帐调节数据
• 创建成批增加
• 将成本传送至成本管理
• 完成或取消未完成的付款流程请求
• 关闭应付帐款期间
• 打开下一个应付帐款期间
• 审核应付帐款与总帐调节报表
Oracle Fusion Accounts Receivable 的 终用户集成
• 导入自动开票：主进程
• 通过加密箱处理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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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自动收款批
• 创建收款汇款批
• 自动结算收款
• 创建滞纳费用批
• 创建自动收款注销
• 确认收入
• 创建应收帐款会计分录
• 提交子分类帐期间关闭异常报表
• 将调节数据从应收帐款提取到总帐
• 按总帐帐户列出的应收帐款帐龄报表
• 运行期间关闭报表
• 批准或驳回客户贷项
Oracle Fusion Tax 的 终用户集成
• 纳税调节报表
• 按应纳税帐户列出的纳税调节报表
Hyperion Planning 的 终用户集成
• 业务规则
• 清除单元格详细信息
• 复制数据
• 复制版本
• 自定义链接
• 数据表单
• 数据加载设置
• 管理货币转换
• 管理数据表单
• 管理维
• 管理兑换率
• 管理菜单
• 管理流程
• 管理安全筛选器
• 管理智能列表
• 管理任务列表
• 管理用户变量
• 规划单元层次
• 方案和版本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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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列表
PeopleSoft 9.0 的 终用户集成
• 关闭 GL 和子系统的期间
• 运行和审核 PS/nVision 报表
• 处理子系统和外部日记帐（日记帐生成器）
• 输入任何手动日记帐
• 对费用应计记帐
• 输入任何调整凭单
• 检查/更正有错误的凭单
• 检查/更正匹配异常
• 检查未完成的收款
• 解决待决项推送错误
• 视情况注销余额
• 更新可疑应收帐款
• 对未开单收入应计记帐
• 终确定未处理的帐单
• 更正开单接口错误
• 调节 AP 控制帐户与 GL

• 检查试算平衡表报表
• 调节 AR 控制帐户与 GL

• 调节收入（开单）帐户与 GL

• 调节资产控制帐户与 GL

• 检查费用应计
• 调节未结 AP 负债报表与 GL

• 检查帐龄 AR 试算平衡表
PeopleSoft 9.1 的 终用户集成
• 关闭 GL 和子系统的期间
• 运行和审核 PS/nVision 报表
• 处理子系统和外部日记帐（日记帐生成器）
• 输入任何手动日记帐
• 对费用应计记帐
• 输入任何调整凭单
• 检查/更正有错误的凭单
• 检查/更正匹配异常
• 检查未完成的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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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待决项推送错误
• 视情况注销余额
• 更新可疑应收帐款
• 对未开单收入应计记帐
• 终确定未处理的帐单
• 更正开单接口错误
• 调节 AP 控制帐户与 GL

• 检查试算平衡表报表
• 调节 AR 控制帐户与 GL

• 调节收入（开单）帐户与 GL

• 调节资产控制帐户与 GL

• 检查费用应计
• 调节未结 AP 负债报表与 GL

• 检查帐龄 AR 试算平衡表
设置集成

请确保满足先决条件，然后按照以下步骤设置任务管理器和外部应用程序之间的集成。
先决条件
要将 任务管理器与内部部署应用程序（例如 E-Business Suite）集成，您需要：
• 订阅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注：
每个 Tax Reporting 实例需要一个集成云实例。

• 设置内部部署应用程序，例如 Oracle E-Business Suite (EBS)。
1. 订阅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Oracle Autonomous Integration Cloud。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文档 ”。
2. 查看 "Use Oracle E-Business Suite Business Events to Trigger Integration

Endpoint in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并按照说明完成关于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中 EBS 适配器的先决条件任务：https://docs.oracle.com/cloud/latest/
related-docs/ICEBS/toc.htm

3. 在 Tax Reporting 的主页中，选择应用程序，然后单击任务管理器。
4.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5. 单击管理连接。
6. 从管理连接中，在操作下选择集成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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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定集成云连接 URL 和凭据，然后单击验证。验证成功后，单击保存。此时将保存 TRCS连接的服务器和凭据。

注：
任务管理器使用集成云来实现与非 EPM 云的外部应用程序的所有集成。外部应用程序可以是其他云服务，也可以是内部部署应用程序，例如 E-Business
Suite。这些集成可以是流程自动化或事件监控集成类型。

8. 根据总帐和应付帐款是否已启用 EBS 连接，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对总帐和应付帐款启用了 EBS 连接，请依次单击部署和生成，以将相应的集成云集成部署到集成云
• 如果总帐和应付帐款未启用 EBS 连接：

a. 在 Tax Reporting 中的任务管理器中，转到集成，然后单击管理连接。
b. 选择并编辑 E-Business Suite - 总帐。选中启用复选框，然后单击确定。然后依次单击部署和生成。
c. 对 E-Business Suite - 应付帐款 重复这些步骤。
系统将创建集成任务类型，并将集成云集成部署到集成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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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是首次执行此操作，并且集成云中的连接未完成，则所有集成云部署将在激活期间失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在预料之中的。要修复此问题：
a. 登录到集成云。
b. 导航到连接。将显示两个连接，分别名为 FCCS 和 EBS。您也可以使用搜索。编辑 FCCS 连接：

• 单击配置连接并输入 <FCCS url>/HyperionPlanning/rest/
cmapi/v1 作为 FCCS url

• 单击配置安全并输入 FCCS 服务的服务管理员凭据。然后依次单击测试和保存。

注：
服务管理员用户 ID 应采用以下链接中指定的格式：https://
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
management-common/prest/authentication.html

编辑 EBS 连接：
• 输入 Oracle E-Business Suite 的连接 URL 和凭据。
• 依次单击测试和保存。

c. 从 FCCS 打开任务管理器，然后选择管理集成。
d. 在管理连接中，在操作菜单中选择集成云连接，然后依次单击部署和生成。此时，部署应该已完成且没有任何错误。

9. 验证集成 - EBS 链接是否已正确完成。要执行此操作，请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racle E-Business Suite，验证集成云 REST 服务是否已添加为业务事件的订户。下面是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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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是否已添加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例如：
 

 

内部部署 Oracle E-Business Suite (EBS) 集成
以下是针对 EBS 事件监控的任务管理器集成：
• EBSJournalApprove

• EBSJournalPost

• EBSJournalPeriodClose

• EBSJournalPeriodOpen

• EBSJournalPeriodRe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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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APJournalPeriodOpenClose

下面列出了可以监视的事件：
表 39-1    Oracle E-Business Suite 事件和说明
集成名称 事件名称 说明
日记帐批准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appro

ve
总帐：日记帐已批准

日记帐推送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post 总帐：推送已完成
日记帐期间关闭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cl

ose
总帐：期间已关闭

日记帐期间打开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op
en

总帐：期间已打开
日记帐期间重新打开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re

open
总帐：期间已重新打开

应付帐款期间打开/关闭事件 oracle.apps.ap.CloseProcess.period 应付帐款：期间打开/关闭/重新打开
表 39-2    总帐日记帐集成类型参数
名称 类型 必需 顺序 隐藏
Batch ID 文本 是 1 否
表 39-3    总帐关闭过程期间集成类型参数
名称 类型 必需 顺序 隐藏
LedgerID 文本 是 1 否
PeriodName 文本 是 2 否
表 39-4    应付帐款集成类型参数
名称 类型 必需 顺序 隐藏
LedgerID 文本 是 1 否
PeriodName 文本 是 2 否
Action 静态列表 是 3 否
通过引发业务事件来验证结果
将 EBS 业务事件系统配置为订阅所需事件后，您可以通过引发业务事件来验证结果。以下部分介绍如何运行 EBS 任务来引发您跟踪的事件。
总帐 - 日记帐已批准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approve
EBS 步骤
1. 登录到 E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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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总帐，然后从左侧树中选择 Vision Operations (USA) 角色。
3. 选择日记帐，然后按 Enter，等待 Oracle 应用程序启动。
4. 对于“是否查找此文件夹的所有记录?”消息，单击否。
5. 在“查找日记帐”屏幕上，单击新建批。

此时将显示窗口 (Vision Operations (USA))。
6. 在批中，输入唯一的批名称。

注：
单击保存时，需要将光标放在“批”字段中。

7. 选择文件，然后单击保存以保存批。

注：
保存时，需要将光标放在“批”字段中。

8. 对于“ 请输入一个或多个日记帐 ”消息，单击确定。
9. 单击日记帐。
10. 在日记帐字段中输入唯一名称。
11. 提供行条目，从第 1 行开始。提供帐户的借贷值。
12. 输入行值后，将光标移动到“日记帐”字段中。
13. 导航到文件菜单，然后单击新建。
14. 对于“是否要保存您所做的更改?”消息，单击是。

注：
通过单击是，您可以将多个日记帐条目添加到批中。

添加 后一个日记帐的日记帐条目后，将光标移动到“日记帐”字段中。
15. 选择文件，然后单击保存以保存 后一个日记帐条目。
16. 聚焦“批 (Vision Operations (USA))”，并选择批字段。
17. 单击帮助，然后依次选择诊断和检查。
18. 输入 Oracle 密码：APPS。
19. 在字段中，输入 JE_BATCH_ID，然后在值内部单击，以获取唯一的日记帐批 ID。例如：

• 块：BATCH

• 字段：JE_BATCH_ID

• 值： 4776732

将该值复制到记事本。该批 ID 将用作事件监控任务的 Batch ID 参数值。

第 39 章管理与云和内部部署应用程序的集成

39-49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创建处于挂起状态的新调度。
2. 为事件监控任务创建任务，以监视日记帐批准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approve)。
3. 在参数选项卡上，将 EBS 中的日记帐批 ID 作为 Batch ID 的值。
4. 保存任务，并将调度状态设置为“打开”。
在 EBS 中的后续步骤
1. 在“批 (Vision Operations (USA))”中，现在为指定的批启用了“批准”按钮。
2. 单击批准，引发日记帐批准事件。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等待任务状态设置为“打开”。捕获 EBS 事件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2. 2 到 3 分钟后，在任务管理器中单击刷新。
要进一步了解与批准日记帐批相关的信息，请参阅此文档： http://
download.oracle.com/docs/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journa09.htm#t_ja_submit

总帐 - 日记帐推送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post
EBS 步骤
1. 登录到 EBS。
2. 选择总帐，然后从左侧树中选择 Vision Operations (USA) 角色。
3. 选择日记帐，然后按 Enter，等待 Oracle 应用程序启动。
4. 对于“是否查找此文件夹的所有记录?”消息，单击否。
5. 在“查找日记帐”屏幕上，单击新建批。

此时将显示窗口 (Vision Operations (USA))。
6. 在批中，输入唯一的批名称。

注：
单击保存时，需要将光标放在“批”字段中。

7. 选择文件，然后单击保存以保存批。

注：
保存时，需要将光标放在“批”字段中。

8. 对于“ 请输入一个或多个日记帐 ”消息，单击确定。
9. 单击日记帐。
10. 在日记帐字段中输入唯一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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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供行条目，从第 1 行开始。提供帐户的借贷值。
12. 输入行值后，将光标移动到“日记帐”字段中。
13. 导航到文件，然后单击新建。
14. 对于“是否要保存您所做的更改?”消息，单击是。

注：
通过单击是，您可以将多个日记帐条目添加到批中。

添加 后一个日记帐的日记帐条目后，将光标移动到“日记帐”字段中。
15. 选择文件，然后单击保存以保存 后一个日记帐条目。
16. 聚焦“批 (Vision Operations (USA))”，并选择批字段。
17. 单击帮助，然后依次选择诊断和检查。
18. 输入 Oracle 密码：APPS。
19. 在字段中，输入 JE_BATCH_ID，然后在值内部单击，以获取唯一的日记帐批 ID。例如：

• 块：BATCH

• 字段：JE_BATCH_ID

• 值： 4776732

将该值复制到记事本。该批 ID 将用作事件监控任务的 Batch ID 参数值。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创建处于挂起状态的新调度。
2. 为事件监控任务创建任务，以监视日记帐批准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post)。
3. 在参数选项卡上，将 EBS 中的日记帐批 ID 作为 Batch ID 的值。
4. 保存任务，并将调度状态设置为“打开”。
在 EBS 中的后续步骤
1. 在“批 (Vision Operations (USA))”中，现在为指定的批启用了“批准”按钮。
2. 单击推送，引发日记帐批准事件。
3. 依次选择查看、请求和特定请求，检查 EBS 请求的状态。
4. 指定之前记录的请求 ID。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等待任务状态设置为“打开”。捕获 EBS 事件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2. 2 到 3 分钟后，在任务管理器中单击刷新。
要进一步了解与推送日记帐批相关的信息，请参阅此文档： http://download.oracle.com/
docs/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conten07.htm#w_conts_post

总帐 - 日记帐期间关闭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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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 步骤
1. 登录到 EBS。
2. 选择总帐，然后从左侧树中选择 Vision Operations (USA) 角色。
3. 选择打开/关闭，然后按 Enter，等待 Oracle 应用程序启动。

此时将显示“查找期间”对话框。
4. 单击查找。此时将显示“打开和关闭期间”对话框。
5. 从显示的期间列表中选择要关闭的期间。
6. 选择该期间的状态列。
7. 单击状态选项。此时将打开状态列表框。
8. 选择已关闭状态，然后单击确定。然后，在记事本中记录期间。
9. 要保存状态，请选择文件，然后单击保存。
10. 选择该期间的状态列。
11. 单击帮助，然后依次选择诊断和检查。
12. 输入 Oracle 密码：APPS。
13. 在字段中，输入 LEDGER_ID，然后在值内部单击，以获取唯一的分类帐 ID。例如：

• 块：PREVIOUS
• 字段：LEDGER_ID
• 值：1
将该值复制到记事本。该分类帐 ID 将用作事件监控任务的 LEDGER_ID 参数值。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创建处于挂起状态的新调度。
2. 为事件监控任务创建任务，以监视日记帐关闭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close)。
3. 在参数选项卡上，提供 EBS 中的分类帐 ID 值和期间名称。例如：期间名称：

Dec-10，分类帐 ID：1

4. 保存任务，并将调度状态设置为打开。
在 EBS 中的后续步骤
1. 关闭打开和关闭期间对话框。
2. 单击“提交请求节点”消息框中的确定。
3. 依次选择查看、请求和特定请求，检查 EBS 请求的状态。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等待任务状态设置为“打开”。捕获 EBS 事件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2. 2 到 3 分钟后，在任务管理器中单击刷新。
要了解有关总帐期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此文档：
http://docs.oracle.com/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openp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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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帐 - 日记帐期间打开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open
EBS 步骤
1. 登录到 EBS。
2. 选择总帐，然后从左侧树中选择 Vision Operations (USA) 角色。
3. 选择打开/关闭，然后按 Enter，等待 Oracle 应用程序启动。

此时将显示“查找期间”对话框。
4. 单击查找。此时将显示“打开和关闭期间”对话框。
5. 从显示的期间列表中选择要打开的期间。
6. 在记事本中复制要打开的期间。
7. 选择该期间的状态列。
8. 单击帮助，然后依次选择诊断和检查。
9. 输入 Oracle 密码：APPS。
10. 在字段中，输入 LEDGER_ID，然后在值内部单击，以获取唯一的分类帐 ID。例如：

• 块：PREVIOUS
• 字段：LEDGER_ID
• 值：1
将该值复制到记事本。该分类帐 ID 将用作事件监控任务的 LEDGER_ID 参数值。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创建处于挂起状态的新调度。
2. 为事件监控任务创建任务，以监视日记帐期间打开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open)。
3. 在参数选项卡上，提供 EBS 中的分类帐 ID 值和期间名称。例如：期间名称：Dec-10，分类帐 ID：1

4. 保存任务，并将调度状态设置为打开。
在 EBS 中的后续步骤
1. 单击打开期间。
2. 选择要打开的期间，然后单击确定以引发事件。
3. 依次选择查看、请求和特定请求，检查 EBS 请求的状态。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等待任务状态设置为“打开”。捕获 EBS 事件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2. 2 到 3 分钟后，在任务管理器中单击刷新。
要了解有关总帐期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此文档：
http://docs.oracle.com/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openp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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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帐 - 日记帐期间重新打开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reopen
EBS 步骤
1. 登录到 EBS。
2. 选择总帐，然后从左侧树中选择 Vision Operations (USA) 角色。
3. 选择打开/关闭，然后按 Enter，等待 Oracle 应用程序启动。

此时将显示“查找期间”对话框。
4. 单击查找。此时将显示“打开和关闭期间”对话框。
5. 从显示的期间列表中选择要重新打开的期间。
6. 在记事本中复制要重新打开的期间。
7. 选择该期间的状态列。
8. 单击帮助，然后依次选择诊断和检查。
9. 输入 Oracle 密码：APPS。
10. 在字段中，输入 LEDGER_ID，然后在值内部单击，以获取唯一的分类帐 ID。例如：

• 块：PREVIOUS
• 字段：LEDGER_ID
• 值：1
将该值复制到记事本。该分类帐 ID 将用作事件监控任务的 LEDGER_ID 参数值。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创建处于挂起状态的新调度。
2. 为事件监控任务创建任务，以监视日记帐期间重新打开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reopen)。
3. 在参数选项卡上，提供 EBS 中的分类帐 ID 值和期间名称。例如：期间名称：

Dec-10，分类帐 ID：1

4. 保存任务，并将调度状态设置为打开。
在 EBS 中的后续步骤
1. 单击打开期间。
2. 选择要打开的已关闭期间，然后单击确定以引发事件。
3. 依次选择查看、请求和特定请求，检查 EBS 请求的状态。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等待任务状态设置为“打开”。捕获 EBS 事件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2. 2 到 3 分钟后，在任务管理器中单击刷新。
要了解有关总帐期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此文档：
http://docs.oracle.com/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openp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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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帐款期间打开/关闭
oracle.apps.ap.CloseProcess.period
EBS 步骤
1. 登录到 EBS。
2. 展开应付帐款，然后从左侧树中选择 Vision Operations (USA)。
3. 展开会计，然后选择控制应付帐款期间。此时将启动“控制应付帐款期间”表单。
4. 指定“分类帐”和“业务实体”。不要关闭“查找应付帐款期间”对话框，而是执行以下步骤，以确定分类帐 ID 值。
5. 单击帮助，然后依次选择诊断和检查。
6. 如果要求您提供凭据，请指定 APPS 架构凭据。此时将显示“检查字段和变量值”表单。
7. 在块中，输入 PERIOD_QF。在字段中，输入 SET OF BOOKS，然后在值内部单击，以获取唯一的分类帐 ID 数值。例如：

• 块：PERIOD_QF
• 字段： SET OF BOOKS
• 值：1
将该值复制到记事本。该分类帐 ID 将用作事件监控任务的 LEDGER_ID 参数值。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创建处于挂起状态的新调度。
2. 为事件监控任务创建任务，以监视应付帐款期间打开/关闭事件

(oracle.apps.ap.CloseProcess.period)。
3. 在参数选项卡上，提供 EBS 中的分类帐 ID 值、期间名称和操作。例如，分类帐 ID：1，期间名称：Dec-10，操作：已关闭
4. 保存任务，并将调度状态设置为打开。
在 EBS 中的后续步骤
1. 在 EBS“控制应付帐款期间”中查找期间。
2. 单击该期间的期间状态列。
3. 在控制状态表单中，选择适当的状态。
4. 选择文件，然后单击保存以引发事件。
在任务管理器中的后续步骤
1. 等待任务状态设置为“打开”。捕获 EBS 事件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2. 2 到 3 分钟后，在任务管理器中单击刷新。

注：
EBS 实施仅对“已关闭”和“打开”状态引发事件。“永久关闭”状态不会引发任何事件。

要进一步了解有关应付帐款期间的信息，请参阅此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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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定义集成
在任务管理器中，您可以创建和管理与外部应用程序的自定义流程自动化或事件监控集成。通过 EPM 适配器，您可以使用 Oracle EPM 云和其他云及内部部署应用程序在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中创建连接和集成流。
下图显示了用来创建自定义集成的用户和系统流：
 

 请参阅以下主题：
• 创建自定义流程自动化集成
• 创建自定义事件监控集成

创建 终用户集成
创建集成时，请选择 终用户作为执行类型。然后，用户可以根据所定义的集成创建任务类型，也可以验证集成。
要创建集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3. 单击新建。
另请参阅“设置集成属性”和“设置集成参数”。

创建自定义流程自动化集成
在任务管理器中，您可以创建与外部应用程序的自定义流程自动化集成。在流程自动化集成中，在到达某个任务的开始日期和时间并且其任何前置任务（例如夜间从总帐中提取数据）已完成时，将自动在外部应用程序中执行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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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流程自动化任务时，如果已设置电子邮件通知，则任务所有者在任务开始或完成时会自动收到电子邮件通知。设置工作流时指定的接受者在任务状态发生更改并且需要执行诸如审批之类的操作时会收到操作通知，而所有者在审批完成后会收到通知。
请确保满足先决条件，然后按照以下步骤设置任务管理器和外部应用程序之间的集成。
有关自定义集成流的概览，请参阅“创建自定义集成”。
先决条件
要集成任务管理器与外部应用程序，您需要：
• 订阅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以便与内部部署服务和非 EPM 云服务集成。

注：
每个 Oracle EPM 云实例需要一个集成云实例。

• 设置外部应用程序。
1. 订阅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Oracle Autonomous Integration Cloud。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文档 ”。
2. 在应用程序环境中安装集成云代理，以与 Oracle EPM 云实例进行通信。有关设置集成云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代理组”。

注：
如果内部部署应用程序服务部署在采用隔离区 (DMZ) 配置设置的环境中，以便这些服务可通过 Internet 公开访问，则无需安装集成云代理。

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连接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然后单击管理连接。
3. 单击新建。
4. 对于连接，输入连接名称。
5. 选择启用以启用该连接。
6. 如果外部应用程序是云服务，则选择云。
7. 单击确定保存该连接。
在任务管理器中设置集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然后单击新建。
3. 在属性选项卡上，指定所需信息：

a. 对于名称，输入集成的名称。
b. 对于代码，输入集成任务的集成代码。

该代码用来执行集成并通过导入文件将更新映射到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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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选：在说明中输入集成任务的说明。
d. 对于连接，选择该任务所属的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管理连接”对话框中的“管理连接”图标来维护应用程序的列表。
e. 对于执行类型，选择流程自动化。

4. 在参数选项卡上，单击新建，然后指定所需信息：
a. 对于名称，输入参数的名称。
b. 对于参数代码，输入参数代码。
c. 可选：输入参数工具提示。
d. 在参数类型列表中，选择一个类型，并输入参数的其他信息：

• 复选框：布尔值
• 日期：日期值
• 整数：整数形式的数值
• 数字：整数或分数形式的数值
• 选项组：对应一组预定义值的复选框
• 静态列表：一组预定义文本值
• 任务信息：任务信息，例如接受者、持续时间、开始和结束日期
• 文本：自由形式文本值
• EPM 对象：诸如表单或报表等对象的名称。

e. 如果参数需要值，请选择必需。
f. 单击确定保存参数。
g. 单击保存并关闭保存集成。

为集成创建任务类型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任务类型选项卡。
3. 单击新建。
4. 在属性选项卡上，指定任务类型名称和任务类型 ID。
5. 对于集成，单击搜索，选择“集成”，然后单击确定。
6. 在参数选项卡上，选择“任务类型”参数。
在任务管理器中设置连接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3. 单击管理连接，然后从操作中选择集成云连接。
4. 指定集成云连接 URL 和凭据，然后单击验证。验证成功后，单击保存。此时将保存该连接的服务器和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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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输入 URL：https://<SERVICE_NAME>-
<TENANT_NAME>.integration.ocp.oraclecloud.com

在集成云中创建连接和集成
1. 登录到集成云。
2.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适配器创建与 EPM 服务器的连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链接：创建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连接。
3. 根据需要创建一个或多个与其他应用程序的连接。
4. 使用所创建的连接创建流程自动化集成并将其激活。请参阅以下示例：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适配器与 Oracle Integration 结合使用。
在任务管理器中完成集成设置
使用以下步骤在任务管理器中完成集成设置。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然后验证集成列表上显示的新集成。
3. 在任务管理器中，选择调度，然后创建一个新调度（将处于挂起状态）。请参阅“手动创建调度”。
4. 创建流程自动化任务并将其添加到调度中。请参阅“创建任务”。
5. 从调度中选择并打开调度。

创建自定义事件监控集成
在任务管理器中，您可以为外部应用程序创建事件监控集成。当在另一个云服务或内部部署应用程序中出现外部事件时，会触发事件监控集成。事件监控集成的一个示例是，在某个期间（例如，2018 年 1 月）结束时来自 Oracle E-Business Suite - General Ledger 的一个触发器。
请确保满足先决条件，然后按照以下步骤设置任务管理器和外部应用程序之间的集成。
有关自定义集成流的概览，请参阅“创建自定义集成”。
先决条件

注：
事件监控还可以通过任何能够调用 REST API 的集成工具来触发。在这种情况下，您不需要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要集成任务管理器与外部应用程序，您需要：
• 订阅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以便与内部部署服务和非 EPM 云服务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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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每个 Oracle EPM 云实例需要一个集成云实例。

• 设置外部应用程序。
1. 订阅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Oracle Autonomous Integration Cloud。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文档 ”。
2. 在应用程序环境中安装集成云代理，以与 Oracle EPM 云实例进行通信。有关设置集成云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代理组”。

注：
如果内部部署应用程序服务部署在采用隔离区 (DMZ) 配置设置的环境中，以便这些服务可通过 Internet 公开访问，则无需安装集成云代理。

在任务管理器中设置集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然后单击新建。
3. 在属性选项卡上，指定必需的信息：
4. a. 对于名称，输入集成的名称。

b. 对于代码，输入集成任务的集成代码。
该代码用来执行集成并通过导入文件将更新映射到集成。

c. 可选：在说明中输入集成任务的说明。
d. 对于连接，选择该任务所属的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管理连接”对话框中的“管理连接”图标来维护应用程序的列表。
e. 对于执行类型，选择事件监控。
f. 对于事件名称，输入事件的名称。

5. 在参数选项卡上，单击新建，指定所需的信息：
a. 对于名称，输入参数的名称。
b. 对于参数代码，输入参数代码。
c. 可选：输入参数工具提示。
d. 在参数类型列表中，选择一个类型，并输入参数的其他信息：

• 复选框：布尔值
• 日期：日期值
• 整数：整数形式的数值
• 数字：整数或分数形式的数值
• 选项组：对应一组预定义值的复选框
• 静态列表：一组预定义文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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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信息：任务信息，例如接受者、持续时间、开始和结束日期
• 文本：自由形式文本值
• EPM 对象：对象名称，例如表单或报表

e. 如果参数需要值，请选择必需。
f. 单击确定保存参数。
g. 单击保存并关闭保存集成。

在集成云中设置集成

注：
如果您不打算使用集成云，请跳过此步骤。

要在集成云中设置集成：
1. 登录到集成云。
2.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适配器创建与 EPM 服务的连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链接：创建与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连接。
3. 根据需要创建一个或多个与其他应用程序的连接。
4. 使用所创建的连接创建事件监控集成并将其激活。请参阅以下示例：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适配器与 Oracle Integration 结合使用。
在没有集成云的情况下设置集成

注：
如果您打算使用集成云，请跳过此步骤。

配置您打算使用的集成工具。
1. 查看 REST API，请参阅《REST API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中的 "Update Task Status for Event Monitoring"。
2. 将集成工具配置为调用 REST API 以关闭传递事件参数的事件监控任务。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REST API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中的 "Update Task Status for Event Monitoring"。
在任务管理器中完成集成设置
使用以下步骤在任务管理器中完成集成设置。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然后验证是否显示新集成。
3. 在任务管理器中，单击调度，然后创建一个新调度（将处于挂起状态）。请参阅“手动创建调度”。
4. 创建事件监控任务并将其添加到调度中。请参阅“创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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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调度中选择并打开调度。
6. 触发将在外部应用程序（例如 EBS）中生成事件的操作。如果您使用的不是集成云，而是其他集成工具，则从集成工具调用 REST API。

注：
按照集成类型、事件、参数的预期方式传递参数，否则，如果它们不匹配，将不考虑该任务。

7. 等待该任务完成。
8. 可选：要在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中监控集成状态，请登录到集成云并导航到监控。

处理集成
相关主题：
• 创建集成
• 查看集成
• 编辑集成
• 搜索集成
• 验证集成
• 删除集成

创建集成
创建集成时，请选择 终用户作为执行类型。然后，用户可以根据所定义的集成创建任务类型，也可以验证集成。
要创建集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3. 单击新建。
向以下部分添加信息：
• 设置集成属性
• 设置集成参数

设置集成属性
您可以设置集成的属性，例如关联的应用程序和 终用户任务。
对于 终用户任务，您可以选择单点登录 (Single Sign-on, SSO) 参数选项，使用户能够在不收到身份验证提示的情况下访问外部 Web 应用程序。如果外部应用程序与 Oracle
EPM System SSO 框架实现了集成，则可以对该应用程序使用 SSO 参数。
要设置集成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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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要编辑的集成。
2. 在属性中，对于名称，输入集成的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3. 输入代码，例如 HFM_CONS 表示 Hyper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合并集成任务。 多可输入 90 个字符。

该代码用来执行集成并将更新映射到集成。
4. 可选：在说明中输入集成任务的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5. 在连接中，选择该任务所属的应用程序。

注：
可以使用“管理连接”对话框中的“管理连接”图标来维护应用程序的列表。

6. 对于执行类型，选择 终用户和以下选项：
• 终用户端点：要为 终用户任务输入参数， 终用户端点应按以下格式包含这些参数：

$ Parameter Type Code $，例如 $COLORS$。系统将使用您为任务参数指定的信息替换终用户端点中的参数标记。
• 可选：以内嵌方式显示：选择是否在“任务操作”对话框中以内嵌方式显示 URL。
• 可选：SSO 参数：为您的应用程序指定执行指向外部应用程序的 终用户任务 URL时要包括的 SSO 参数的名称。如果没有指定 SSO 参数，系统将使用 终用户 URL。

7. 可选：单击参数。
设置集成参数

使用任务管理器集成参数，应用程序可以将信息传递到端点，以控制端点应该如何执行操作。例如，当运行合并时，程序可以传递针对其运行该合并的应用程序以及为该合并选择的维。您可以在使用集成的任务或任务类型中设置集成中定义的参数值。
每个参数定义都需要名称、说明、唯一代码、类型以及是否需要值。参数代码是用于替换用户任务的执行 URL 中参数的令牌，或者是传递到系统自动集成的执行 Web 服务的参数名称。调度中的所有任务的必需参数都有值后，才能将该调度设置为“打开”。
参数类型控制参数值以及用户如何在任务字段中输入值。支持的参数类型：
要设置集成参数：
1. 在新建集成对话框中，单击参数。
2. 单击新建。
3. 输入参数的名称。
4. 输入参数代码。
5. 输入参数工具提示。
6. 在参数类型列表中，选择一个类型，并输入参数的其他信息：

• 复选框：布尔值
• 日期：日期值
• 整数：整数形式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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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整数或分数形式的数值
• 选项组：对应一组预定义值的复选框
• 静态列表：一组预定义文本值
• 任务信息：任务信息，例如接受者、持续时间、开始和结束日期
• 文本：自由形式文本值
• EPM 对象：对象名称，例如表单或报表

7. 如果参数需要值，请选择必需。
8. 单击确定保存参数。
9. 单击保存并关闭保存集成。

查看集成
您可以查看导入的集成的属性和参数。您可以指定显示哪些列，或者全部显示。您还可以更改列的相对顺序，按升序或降序对列排序，或更改列宽。
要显示列：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3. 依次选择视图和列，然后选择一个选项：

• 要显示所有列，请选择全部显示。
• 要显示特定几列，请选择列名或取消选择列名。

要重排列序：
1. 单击集成。
2. 依次选择视图和重排列序。
3. 选择列，然后使用向上和向下箭头更改顺序。
要对列排序：
1. 单击集成。
2. 将鼠标指针悬停在列标题上直至显示“排序”图标，然后单击按升序排序或按降序排序。
要更改列宽：
1. 悬停在列标题分隔线上直至显示箭头。
2. 将列拖至所需宽度。

编辑集成
无法编辑系统默认提供的预先构建的集成。只能编辑您创建的自定义构建的集成。
对于 终用户类型，可以编辑端点、更改视点或更改值列表。
要编辑集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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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3. 选择一个集成，然后单击编辑。
4. 编辑集成。
5. 单击保存并关闭。

搜索集成
您可以使用“集成”页面上的搜索框查找集成。可以输入完整或部分名称进行搜索。
要搜索集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3. 在搜索框中，针对集成输入完整或部分搜索条件。
4. 按 Enter 键。

要重置列表以显示所有集成，请清除搜索框，然后按 Enter 键。
验证集成

您可以通过测试调度并向调度添加任务来测试和验证任务管理器集成定义。
要验证集成：
1. 在任务管理器中，依次单击调度和新建以创建调度（将处于挂起状态）。请参阅“手动创建调度”。
2. 基于要验证的集成向调度添加任务。请参阅“创建任务”。
3. 从调度中选择并打开调度。
4. 从任务中，单击调度。选择调度并查看任务。
5. 对于事件监控任务，触发将在外部应用程序（例如 EBS）中生成事件的操作。如果您使用的不是集成云，而是其他集成工具，则从集成工具调用 REST API。

删除集成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集成。但是，您无法删除默认提供的预先构建的集成，也无法删除仍与某个任务类型相关联的集成。
要删除集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3. 选择要删除的集成。
4. 单击删除。
5. 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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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连接
集成是为与其链接的外部产品分配的连接。在“管理连接”模块中，您可以维护一个与集成相关联的连接列表。您可以按连接搜索该列表以及对其排序。
• 添加连接
• 编辑连接
• 删除连接

添加连接
您可以添加与集成类型关联的连接。还可以为集成类型指定安全策略。
另外，还可以为应用程序中的所有集成类型指定应用程序级的令牌和值。在 终用户
URL 或 Web 服务 WSDL 中指定应用程序级令牌时，系统会使用在应用程序中为该令牌定义的值替换该令牌。例如，可以指定包含服务器和端口值的令牌，系统会自动将这些值应用于应用程序中的集成类型。
要添加连接：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3. 单击管理连接。
4. 单击新建。
5. 完成新建集成属性和参数，然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6. 可选：要添加应用程序级令牌，请单击管理连接。单击新建，或选择一个连接并单击编辑。在应用程序令牌表中，单击添加。输入令牌名称和（可选）令牌值，然后单击确定。

提示：
要删除令牌，请单击删除。

编辑连接
可以编辑连接名称、安全信息和应用程序级令牌。

注：
不能添加或修改植入的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令牌。只能编辑令牌值。

也可以使用“编辑连接”对话框启用预构建的集成。启用集成并填写参数后，可以使用已启用集成的任务类型创建任务。
要编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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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3. 单击管理连接。
4. 选择一个连接，然后单击编辑。
5. 要启用预构建的集成，请选择连接，选择已启用，然后填写参数。

可以随时启用或禁用连接。
6. 根据需要编辑设置或令牌，然后单击确定。

删除连接
您可以删除集成不再需要的连接。无法删除关联有集成类型的连接。您必须先修改每个引用了该连接的集成类型的属性，然后才能将该连接删除。

注：
不能删除植入的集成连接。

要删除连接：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集成选项卡。
3. 单击管理连接。
4. 选择一个连接，然后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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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管理任务管理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的警报类型

注：
仅管理员可以使用警报类型功能。

在执行业务流程期间，用户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例如硬件故障、软件问题、系统故障等。用户可以创建一个警报来说明问题，并将警报附加到任务。
例如，用户在运行业务流程期间无法登录到系统。用户选择警报类型，这会将警报定向到可解决其问题的合适资源。
请参阅以下主题：
• 创建警报类型
• 编辑警报类型
• 查看警报类型
• 搜索警报类型
• 删除警报类型

创建警报类型
当用户在业务流程中遇到故障时，他们可以创建标识问题的警报。
您可以为捕获关键信息以及分配负责解决问题的关键人员的存储过程定义警报类型。使用警报类型，您可以分析用户在业务周期内所遇到的问题的类型，然后做出更改以避免未来周期中再次出现这些问题。
要创建警报类型：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3. 单击新建。
4. 在“警报类型”选项卡上输入必要的信息：

• 设置警报类型属性
• 指定警报类型说明
• 选择警报类型工作流
• 分配警报类型查看者
• 添加警报类型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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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警报类型属性
• 查看警报类型历史记录

设置警报类型属性
使用“属性”选项卡，可以指定警报类型名称和说明，并将其与任务管理器或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对象（例如任务或调度）关联。单个警报可以与多个对象关联。
您可以对警报与其关联对象之间的关系设置限制。并非所有限制都可以应用于所有对象。
表 40-1    警报限制
限制 说明 示例
无 对对象的状态和警报的状态没有任何限制 用户可以在处理报告任务时发出“性能低”警报。虽然这会影响任务所用时间，但不会阻止任务正常完成。即使任务已完成，用户仍希望警报一直打开，直到性能问题得以解决为止。
阻止工作流 在警报关闭之前，对象上的工作流无法前进（无提交、审批等）。

这不会阻止申请或驳回（工作流倒退）。此外，也不会阻止管理员或所有者强制工作流前进。

用户发出报告系统已关闭的警报。这将阻止对报告任务进行任何操作，直到警报得以解决为止。阻止工作流包括阻止状态从“挂起”更改为“打开”以及从“打开”更改为“已关闭”。
阻止关闭 在警报关闭之前，对象无法转为已关闭状态。但是，中间工作流可以继续进行。

这不会阻止管理员或所有者关闭或“强制关闭”。

用户发出报告任务缺少一些比较数据的警报。虽然这不会阻止创建报表以及对报表进行初始审批，但在可以将报表与缺少的数据进行比较之前，不应完全签署报表。
一个对象可以有多个具有不同限制的警报。如果是这种情况，则将按优先级顺序应用以下规则：
1. 如果与对象关联的任何打开警报具有“阻止工作流”限制，“阻止工作流”将会使对象（例如任务）的工作流停止，直到警报关闭为止。
2. 如果与对象关联的任何打开警报具有“阻止关闭”限制，则在警报关闭之前，无法关闭对象。
此外，一个警报可以与多个对象关联。如果它具有多个针对不同对象的“阻止关闭”限制，则仅当 后一个对象关闭后才会关闭该警报。
要设置警报类型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3. 单击新建以打开新建警报类型，这将默认显示属性选项卡。
4. 对于名称，输入一个警报类型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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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警报类型 ID。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警报类型 ID 是必填项，并且必须唯一。

6. 可选：对于说明，输入警报类型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7. 可选：从关联的对象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警报关联的对象（例如任务）。
8. 可选：对于限制，输入警报的任何限制。例如，如果针对某个任务上的某个警报选择阻止关闭，则在相应警报完成之前，用户无法完成关闭任务。

如果为关联的对象选择所有类型，则无限制可用。
9. 对于期间选择和年选择，选择以下值之一：

• 必需 - 用户需要将警报与年份或期间关联。
• 可见 - 用户可以将警报与年份或期间关联。
• 隐藏 - 属性处于隐藏状态，并且警报将不与年份或期间关联。
这些选项指示期间和年份与警报的关联情况。

10. 选择允许删除关联选项以从警报中删除现有关联。如果不选择此选项，您将无法从警报中删除现有关联对象。
11. 单击已启用启用警报类型。

仅已启用的警报类型显示在可用警报类型列表中，并在创建新警报时可供选择。
12. 单击“警报类型”选项卡，然后继续输入信息。

完成警报类型信息输入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注：
无法在现有警报上创建警报。

• 指定警报类型说明
• 选择警报类型工作流
• 分配警报类型查看者
• 添加警报类型相关问题
• 应用警报类型属性

指定警报类型说明
您可以在警报类型中指定说明，以帮助用户了解他们需要为警报执行哪些操作。您可以从文件和 URL 附件添加其他引用。
要为警报类型指定说明：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3. 在“新建”或“编辑”对话框中，选择说明选项卡。
4. 在说明中，输入警报类型的说明文本。
要添加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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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引用部分中，单击附加文件或附加链接。
• 附加文件

单击选择文件以选择并附加文件。对于名称，输入名称或使用文件名。单击确定。
• 附加链接

输入 URL，然后输入 URL 的名称；例如：https://www.oracle.com, Oracle。单击确定。
2. 单击“警报类型”选项卡，然后继续输入信息。

完成警报类型信息输入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 选择警报类型工作流
• 分配警报类型查看者
• 添加警报类型相关问题
• 应用警报类型属性

选择警报类型工作流
“工作流”部分包含接受者和批准者分配。您还可以选择后备用户。
要选择警报类型工作流：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3. 在“新建”或“编辑”对话框中，单击工作流选项卡。
4. 对于接受者，单击成员选择器，然后选择接受者。

接受者是指在创建此类型的警报时被分配为处理警报的用户、组或团队。如果您未指定接受者，则创建警报的用户需要填充接受者。
5. 可选：对于后备用户，选择接受者的后备用户：

a. 在主页上，依次选择工具、访问控制和任务管理器用户。
b. 编辑接受者 ID，并将状态字段更改为不可用。
c. 然后，可以从警报类型工作流选项卡中选择后备用户。
后备用户是被分配以在主接受者外出时处理警报的后备个人。必须在之前分配了接受者和后备接受者。
如果接受者或批准者设置为团队 ID，则“后备用户”字段将处于禁用状态。

6. 单击添加 (+) 以添加批准者，然后输入批准者的以下信息：
• 用户名
• 后备用户：您可以指定在主批准者外出时处理警报的默认后备批准者用户。这不是必填项。
级别按输入批准者的顺序显示他们。您可以通过选择批准者并单击箭头按钮以在列表中上移或下移他们来对批准者列表重新排序。
在创建此类型的警报时，可以为警报添加一个或多个级别的默认批准者用户、组或团队。这些不是必填项。如果您未指定批准者，创建警报的用户可以选择添加批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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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警报类型”选项卡，然后继续输入信息。
完成警报类型信息输入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 分配警报类型查看者
• 添加警报类型相关问题
• 应用警报类型属性

分配警报类型查看者
使用“查看者”选项卡，可以分配对警报类型的查看者权限。查看者具有只读访问权限。
要分配查看者权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3. 单击新建或编辑，然后单击查看者选项卡。
4. 单击添加，然后选择将对警报具有查看访问权限的用户、组或团队的名称。

系统将打开成员选择器。可对外部查看者编辑此项。
5. 可选：单击添加外部用户以添加系统外部需要收到警报通知的用户。

外部用户无法查看警报，他们只会收到通知。不会授予任何服务访问权限。
6. 指定查看者的电子邮件地址。

可对外部查看者编辑电子邮件地址。如果列表中存在重复的电子邮件地址，则无法保存对警报类型的更改。
7. 选择通知优先级以指示通过电子邮件向用户发出警报时采用的警报优先级。

将针对所选优先级或更高优先级发送通知。因此，如果设置为“高”，则仅当警报设置为“高”时发送通知。如果设置为“低”，则针对所有优先级类型（低、中、高）向用户发送通知。如果此项为空白（默认值），则将不发送通知。
8. 单击“警报类型”选项卡，然后继续输入信息。

完成警报类型信息输入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 添加警报类型相关问题
• 应用警报类型属性

添加警报类型相关问题
创建警报类型时，您可能希望用户在指示警报类型已完成之前回答有关其操作的问题。例如，您可能会询问完成该任务时是否遵循了某个流程。可以针对管理员、接受者、批准者、所有者或查看者角色设置问题。这样，可以从遇到问题的用户那里收集关键详细信息。
可以指定不同类型的问题，例如“文本”、“数字”或 "True/False"，并指明问题是否为必需的。如果某个问题是必需的，则用户必须回答，否则其无法提交任务进行审批。还可以使用“上移”和“下移”按钮对问题进行排序。
要添加问题：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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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新建或编辑对话框中，选择问题选项卡。
4. 单击新建。
5. 对于问题，输入问题文本， 多不超过 4000 个字符。
6. 从类型列表中选择一个问题类型：

• 日期
• 日期/时间
• 整数
• 列表

输入问题的有效答案列表。
• 多行文本

大长度应在 4,000 个字符以内。
选择“多行文本”，然后输入行数（3 到 50 行）。“多行文本”决定了在不滚动屏幕的情况下，在“操作”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多少行文本。

• 数字
如果选择数字，请选择数字格式设置选项：
– 对于小数位数，输入要显示的小数位数值。
– 如果希望数字显示千位分隔符（例如 1,000.00），请选择千位分隔符选项
– 从货币符号列表中，选择一个货币符号；例如 $（美元）。
– 从负数列表中，选择如何显示负数；例如 (123)。
– 从比例列表中，选择数字的比例值；例如 1000。

• 文本
• True/False

• 用户
• 是/否

7. 分配应回答问题的用户的角色（所有者、接受者、批准者、查看者）。
8. 如果问题是必需的，请选择必需。

“必需”指示用户必须先回答问题，才能继续操作。可以针对接受者、批准者和所有者设置“必需”问题。对于系统管理员和查看者角色，禁用此项。
9. 单击确定。
10. 可选：要更改问题的顺序，请选择问题，然后单击移至顶部、上移、下移或移至底部。
11. 可选：要编辑某个问题，请选择该问题并单击编辑。要删除某个问题，请选择该问题并单击删除。
12. 单击“警报类型”选项卡，然后继续输入信息。

完成警报类型信息输入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 应用警报类型属性
• 查看警报类型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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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警报类型属性
选择一个属性后，可根据属性类型为属性设置一个值。随后，您可以根据该属性值进行筛选。
例如，您可能定义了一个名为“销售区域”的“列表”属性，包含值“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当前的警报类型仅适用于西部销售区域，因此您可以添加“销售区域”属性并将其设置为“西部”。
要应用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3. 单击新建或编辑，然后选择属性选项卡。
4. 单击添加。
5. 从属性列表中选择一个属性。
6. 在值中，从下拉列表中为属性选择一个值，或输入一个值（具体操作取决于属性）。
7. 可选：要针对属性更改访问权限，请选择角色和访问。
8. 单击保存并关闭。
9. 要编辑其他警报类型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设置警报类型属性
• 指定警报类型说明
• 选择警报类型工作流
• 分配警报类型查看者
• 添加警报类型相关问题

查看警报类型历史记录
系统维护着警报类型操作的历史记录。“历史记录”选项卡显示已创建或已更新的组件、修改类型、旧值和新值、进行修改的用户以及更改日期。“历史记录”选项卡上的信息为只读信息。
要查看警报类型历史记录：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3. 编辑警报类型，然后选择历史记录选项卡。
4. 查看历史记录，然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查看警报类型
在“警报类型”中，您可以指定要为警报类型列表显示哪些列，或指定显示全部列。您还可以更改列的相对顺序，按升序或降序对列排序，或更改列宽。
要显示列：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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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3. 执行以下一个或多个任务：

• 要显示所有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列和全部显示。
• 要显示特定的列，请依次选择视图和列，然后选择或取消选择列名。
• 要对列重新排序，请依次选择视图和重排列序，然后选择列并使用向上或向下箭头或者拖动它们来更改顺序。
• 要对列排序，请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上方直到显示排序图标，然后单击按升序排序或按降序排序。
• 要更改列宽，请将光标悬停在列标题分隔线上方直到显示箭头，然后将列拖动到所需的宽度。
 

 

编辑警报类型
您可以编辑警报类型的名称和说明，并指定其是否启用。启用警报类型后，它将显示在可用警报类型列表中。
通常，无法编辑或修改已锁定调度中的项。但是，可以更新与已锁定调度关联的警报，它们的工作流可以前进，甚至可以从调度中移除它们或者将其删除。
要编辑警报类型：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3. 选择警报类型，然后单击编辑。
4. 编辑警报类型。
5. 单击保存并关闭。

搜索警报类型
您可以使用“警报类型”列表中的“搜索”功能快速查找警报类型。可以输入完整或部分名称进行搜索。使用筛选器栏，可以控制在列表中看到的警报类型。默认情况下，将显示所有警报类型。
要搜索警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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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3. 要搜索警报类型，请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搜索条件。
4. 可选：在筛选器栏中，单击类别以显示其他搜索运算符，例如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开头为和结尾为。

您可以使用以下类别筛选警报类型：名称、警报类型 ID、启用、说明、创建者、创建时间、上次更新者或上次更新时间。

注：
• 单击添加筛选器以查看所有类别。
• 要隐藏筛选器栏，请单击筛选器图标。
•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单击

图标中的清除所有筛选。

删除警报类型
您可以删除警报类型。删除警报类型后，该类型的警报并不会删除，只是不再分配有该警报类型。
要删除警报类型：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任务管理器。
2. 单击左侧的警报类型选项卡。
3. 选择警报类型。
4. 依次单击删除和确定。

第 40 章删除警报类型

40-9



41使用任务管理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报表

另请参阅：
• 为任务管理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生成自定义报表
• 创建任务管理器查询
• 创建补充数据查询
• 创建模板
• 设置报表组
• 创建报表
• 搜索和筛选查询、报表组或报表
• 生成报表
• 了解报表安全性
• 使用任务管理器报表绑定器
• 生成报表绑定器
• 查看报表绑定器

为任务管理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生成自定义报表
您可以为任务管理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创建报表。可以生成 PDF、CSV、HTML或 XLSX 格式的报表。

注：
任务管理器提供了示例报表以帮助您入门。您可以将其用作模板，并可以根据需要复制它们，然后进行修改或向用户扩展访问权限。要复制报表，请选择报表，然后从省
略号按钮  中选择复制。然后，可以编辑新创建的报表。

您还可以创建自定义报表。构建自定义报表涉及四步，且只能由服务管理员执行：
• 使用查询选项卡中的新建按钮创建任务管理器或补充数据查询。请参阅“创建任务管理器查询”或“创建补充数据查询”。
• 创建模板。请参阅“创建模板”。
• 设置报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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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报表。
要构建自定义报表，需要创建一个其定义可导出为 XML 文件的查询。将该 XML 文件导入 Word 并使用它来创建模板文档，该文档必须采用 RTF 格式。之后您可以设置报表组来对各个报表进行分组。 后，生成报表，该报表使用您创建的查询和模板，您可以为其设置默认输出格式（CSV、PDF、HTML 或 XLSX）。
在您构建自定义报表后，服务管理员或已获取访问权限的其他用户将可以生成报表。请参阅“生成报表”。

创建任务管理器查询
创建自定义报表的第 1 步是创建查询。
要创建查询：
1. 从主页中，选择应用程序，然后选择报表（例如，非合并报表）。
2. 在查询选项卡上，单击新建。
3. 在新建查询屏幕上，输入名称和可选说明。
4. 从类型中选择一个选项：

• 参数查询：“参数查询”类型用于显示您可以为此参数的值指定的一组选项。“参数查询”用于显示在为报表查询填充参数值时可使用的一组选项，这一组选项不是简单的已定义属性，而是一个需要定义的复杂查询。
此参数查询示例列出了所有任务管理器期间：
SELECT PERIOD_ID, PERIOD_NAME FROM FCC_PERIODS WHERE APP_ID=1

• 适用于任务管理器报表和补充数据报表的报表查询：选择要包含在报表中的记录。可以应用安全筛选器，使用户仅可以看到根据其角色有权查看的数据和分配给他们的报表。若要对报表查询应用安全筛选器，请将以下语法添加到查询
WHERE CLAUSE 语句的结尾。
$FCC_SECURITY_CLAUSE$
在查询中使用 $FCC_SECURITY_CLAUSE$ 时，必须将 FCC_TASKS 设置为别名
TaskEO
因为任务管理器附带的许多预定义查询均应用了安全筛选器，所以您可在构建自己的查询时使用这些查询作为示例。
例如，以下报表查询指定了调度任务来显示选定调度中所有高优先级任务的任务代码、名称、接受者和调度。
SELECT TaskEO.TASK_CODEAS "$TASK_CODE$",
TaskEO.TASK_NAMEAS "$NAME$" ,
((SELECT CASE WHEN FIRST_NAME IS NULL AND LAST_NAME IS NULL THEN
USER_LOGIN ELSE FIRST_NAME||' '||LAST_NAME END FROM FCM_USERS WHERE
USER_ID = (coalesce(AssigneeEO.ACTIVE_USER_ID,
AssigneeEO.USER_ID))))AS "$ASSIGNEE$" ,
DeploymentEO.DEPLOYMENT_NAMEAS "$SCHEDULE$"
FROM FCC_TASKS TaskEO
LEFT OUTER JOIN FCC_ACCESS AssigneeEO ON (TaskEO.TASK_ID =
AssigneeEO.SOURCE_ID AND AssigneeEO.ACCESS_TYPE =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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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OUTER JOIN FCC_DEPLOYMENTS DeploymentEO ON (TaskEO.SOURCE_ID =
DeploymentEO.DEPLOYMENT_ID)
WHERE (TaskEO.SOURCE_TYPE = "DEPLOYMENT")
AND ((((TaskEO.PRIORITY=3 )
AND (TaskEO.SOURCE_ID=~SCHEDULE~ ))))

5. 单击“新建查询”对话框中的生成查询以构建查询。该对话框可帮助您创建针对数据库的查询，它允许您选择产品中的任何现有属性来进行查询和/或筛选。系统随后会生成 SQL 以匹配指定的属性和筛选器，此时您可以修改和增强该 SQL。
a. 在选择类型屏幕上，选择以下选项：

• 从查询中，选择模板任务或调度任务。
• 可选：选中应用安全设置复选框，自动将用户安全筛选器应用于生成的查询。这会将安全令牌应用于生成报表时使用正确 SQL 填写的查询。

b. 单击 下一步。
 

 

6. 从选择列中，选择要在查询中显示的列，然后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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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选择筛选器中，单击创建条件或 创建条件组，然后选择用于创建筛选器的条件，以创建查询。
 

 

8. 单击确定。
9. 可选：如果希望将来使用该报表，则单击生成样本 XML。
10. 单击保存。
11. 要测试查询是否有错误：

• 单击“新建查询”对话框中的验证。您也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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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查询将显示在“查询”选项卡中。

注：
您可以使用“操作”菜单轻松删除查询或复制查询。

• 单击下拉列表中的验证并解释计划以验证查询并生成此查询的执行计划。将生成一个与查询同名的 .txt 文件。您可以查看或下载生成的计划。打开此文件以查看生成的计划，其中包含运行此查询所执行的步骤序列。如果查询性能欠佳，您可以使用此计划来了解问题的原因，并确定提高查询性能的 佳方法。

注：
默认情况下，执行计划的生成仅适用于 OCI（第 2 代）环境。要在标准环境中启用它，请使用服务请求与 Oracle 联系。

修改查询
系统管理员可以编辑任务管理器查询或补充数据查询。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报表。
2. 选择查询选项卡（如果未选择），然后从要编辑的查询旁边的  选择编辑。

注：
如果它已锁定，请让系统管理员解锁。

3. 选择任务管理器或补充数据查询。
4. 在编辑查询中，根据需要编辑信息。
5. 完成更改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创建补充数据查询
创建自定义报表的第 1 步是创建查询。
要创建查询：
1. 从主页中，选择应用程序，然后选择报表（例如，非合并报表）。
2. 从查询选项卡中，选择新建。
3. 选择补充数据查询。
4. 在新建查询屏幕上，输入名称和可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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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类型中选择一个选项：
• 参数查询

“参数查询”类型用于显示您可以为此参数的值指定的一组选项。“参数查询”用于显示在为报表查询填充参数值时可使用的一组选项，这一组选项不是简单的已定义属性，而是一个需要定义的复杂查询。
此参数查询示例列出了所有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查询期间：
SELECT PERIOD_ID, PERIOD_NAME FROM FCC_PERIODS WHERE APP_ID=1

• 报表查询，适用于任务管理器报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报表
选择要包含在报表中的记录。可以应用安全筛选器，使用户仅可以看到根据其角色有权查看的数据和分配给他们的报表。若要对报表查询应用安全筛选器，请将以下语法添加到查询 WHERE CLAUSE 语句的结尾。
$FCC_SECURITY_CLAUSE$

注：
因为任务管理器附带的许多预定义查询均应用了安全筛选器，所以您可在构建自己的查询时使用这些查询作为示例。

例如，以下报表查询指定了调度任务来显示选定调度中所有高优先级任务的任务代码、名称、接受者和调度。
SELECT TaskEO.TASK_CODEAS "$TASK_CODE$" ,
TaskEO.TASK_NAMEAS "$NAME$" ,
((SELECT CASE WHEN FIRST_NAME IS NULL AND LAST_NAME IS NULL THEN
USER_LOGIN ELSE FIRST_NAME||' '||LAST_NAME END FROM FCM_USERS WHERE
USER_ID = (coalesce(AssigneeEO.ACTIVE_USER_ID,
AssigneeEO.USER_ID))))AS "$ASSIGNEE$" ,
DeploymentEO.DEPLOYMENT_NAMEAS "$SCHEDULE$"
FROM FCC_TASKS TaskEO
LEFT OUTER JOIN FCC_ACCESS AssigneeEO ON (TaskEO.TASK_ID =
AssigneeEO.SOURCE_ID AND AssigneeEO.ACCESS_TYPE = 'AS')
LEFT OUTER JOIN FCC_DEPLOYMENTS DeploymentEO ON (TaskEO.SOURCE_ID =
DeploymentEO.DEPLOYMENT_ID)
WHERE (TaskEO.SOURCE_TYPE = 'DEPLOYMENT')
AND ((((TaskEO.PRIORITY=3 )
AND (TaskEO.SOURCE_ID=~SCHEDULE~ ))))

6. 单击“新建查询”对话框中的生成查询以构建查询。该对话框可帮助您创建针对数据库的查询，它允许您选择产品中的任何现有属性来进行查询和/或筛选。系统随后会生成 SQL 以匹配指定的属性和筛选器，此时您可以修改和增强该 SQL。
a. 在选择类型屏幕上，选择以下选项：

• 从查询中选择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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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选中应用安全设置复选框，自动将用户安全筛选器应用于生成的查询。这会将安全令牌应用于生成报表时使用正确 SQL 填写的查询。
b. 单击 下一步。

 

 

7. 从选择列中，选择要在查询中显示的列，然后单击下一步。
 

 

8. 从选择筛选器中，单击创建条件或创建条件组，然后选择用于创建筛选器的条件，以创建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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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确定。
10. 可选：如果希望将来使用该报表，则单击生成样本 XML。
11. 单击保存。
12. 要测试查询是否有错误：

• 单击“新建查询”对话框中的验证。您也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验证。

该查询将显示在“查询”选项卡中。

注：
您可以使用“操作”菜单轻松删除查询或复制查询。

• 单击下拉列表中的验证并解释计划以验证查询并生成此查询的执行计划。将生成一个与查询同名的 .txt 文件。您可以查看或下载生成的计划。打开此文件以查看生成的计划，其中包含运行此查询所执行的步骤序列。如果查询性能欠佳，您可以使用此计划来了解问题的原因，并确定提高查询性能的佳方法。

注：
默认情况下，执行计划的生成仅适用于 OCI（第 2 代）环境。要在标准环境中启用它，请使用服务请求与 Oracle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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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查询
系统管理员可以编辑补充数据查询。
1. 从主页中，依次选择应用程序和非合并报表。
2. 从查询选项卡中，选择要编辑的查询旁边的编辑 。

注：
如果它已锁定，请让系统管理员解锁。

3. 选择一个选项：
• 任务管理器查询
• 补充数据查询

4. 在编辑查询中，根据需要编辑信息。
5. 完成更改后，单击保存并关闭。
有关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表及其列、主键、索引和外键（如果适用）的详细信息，另请参阅《Tables for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指南。

创建模板
生成自定义报表的第 2 步是创建报表模板。在安装了 Oracle BI Publisher 桌面的 Microsoft
Word 中创建报表模板。创建模板还要求您已经在创建查询过程中生成了样本 XML。
要创建报表模板：
1. 运行 Microsoft Word 打开一个新文档。
2. 依次选择 BI Publisher 选项卡和加载数据上面的样本 XML 文件夹。
3. 找到创建查询时生成的 SampleQuery.xml，并单击打开。显示消息“已成功加载数据”时，单击确定。
4. 依次选择插入和表向导。
5. 选择表，然后单击下一步。
6. 选择默认数据集，然后单击下一步。
7. 选择要显示在报表中的所需字段，然后单击下一步。
8. 选择分组依据，选择要用作分组依据的字段，然后单击下一步。
9. 选择排序依据，选择要作为排序依据的字段，然后单击完成。
10. 将模板另存为 .rft 文件，例如：SampleQuery.rtf。

设置报表组
生成自定义报表的第 3 步是创建报表组。您可以使用报表组将任务管理器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的各个报表组合到一起，以便按文件夹结构组织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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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不支持嵌套报表组。

创建报表组后，如果需要，可以对其进行修改。可以复制报表组，但其名称必须是唯一的。还可以删除报表组，但是，删除报表组的同时会删除与该组关联的所有报表。
要创建报表组：
1. 从主页中，单击应用程序，然后选择非合并报表。
2. 从报表组选项卡中，单击新建。
3. 在新建报表组窗口中，输入：

• 名称：输入报表组的组名。
• 说明
• 显示给用户：如果希望向用户显示此报表组，请选择此选项。

报表编写者在处理一组报表时，可以使用显示给用户选项将这组报表隐藏。
4. 在报表选项卡中，使用移动图标

重新排序或编辑已添加到报表组的报表。
5. 单击保存并关闭。

创建报表
生成报表的第 4 步是创建报表定义。用户可以基于查询创建报表并将它们分配给组。
要创建报表定义：
1. 从主页中，单击应用程序，然后选择非合并报表。
2. 选择报表，然后单击新建。
3. 在新建报表中，输入：

• 名称
• 说明
• 查询：选择查询。
• 模板：单击浏览，然后浏览到报表模板。可以上传任何支持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模板格式。请参阅“创建模板”。
• 报表组：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报表的组名。
• 显示给用户：如果希望向用户显示报表，请选择此选项。
• 输出格式：从以下选项之一选择 BI Publisher 支持的报表输出格式：

– xlsx：不支持图形。
– html：不支持图形和图表。
– pdf

– csv：不使用模板，具有数据检索速度更快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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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v (带格式)：非常适合包含带格式数据的简单数据表，模板中不支持图像、图形或样式设置。

注：
与 csv 格式相比，使用 csv (带格式) 输出格式时，由于要采用模板格式设置，生成报表需要更多时间。因此，您可以选择 csv 以快速生成数据，也可以选择 csv (带格式) 以生成基于带格式模板的数据。

4. 要完成报表定义，您必须设置参数和访问权限：
a. 对于参数，请选择参数选项卡。

将标识查询中的参数并将其添加到列表中。更新以下内容：
• 显示名称
• 参数类型：可用选项包括：

– 任务管理器/补充数据
– 文本
– 日期
– 日期/时间
– 数字
– 查询
– 整数
– True/False

– 是/否
– 用户

• 显示给用户：如果您不希望显示参数，但希望使用其值，请清除该复选框。可以使用单个查询创建多个报表。在此类方案中，会隐藏几个参数，并使用参数选项卡中定义的值。
• 属性/查询：对于属性，下拉列表中列出了任务管理器的属性。对于“查询”，下拉菜单列出参数类型的所有查询。可以使用此项设置动态 LOV 等参数。请参阅“创建任务管理器查询”
• 参数值：显示默认值。

b. 对于访问权限，请选择访问权限选项卡。
c.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应用程序模块，然后为应用程序模块选择一个角色。例如，您可以为应用程序模块选择任务管理器，然后选择为超级用户角色分配访问权限。

您可以使用添加 (+) 或删除 (X) 更改可以访问报表的用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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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必须向报表授予对至少一个应用程序模块的访问权限，报表才能显示在相应的“报表”选项卡中。

5. 单击保存并关闭。
搜索和筛选查询、报表组或报表

使用搜索字段和筛选器选项，可以控制在查询、报表组或报表列表中显示的记录。
要筛选查询、报表组或报表：
1. 从主页中，单击应用程序，然后选择非合并报表。
2. 选择查询、报表组或报表选项卡。
3. 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搜索条件。
4. 可选：在筛选器栏中，单击类别以显示其他搜索运算符，例如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开头为和结尾为。

注：
• 单击添加筛选器以查看所有类别。
• 要隐藏筛选器栏，请单击筛选器图标。
• 要清除所有筛选器，请单击

图标中的清除所有筛选。

生成报表
该流程的 后一步是生成报表。在服务管理员构建自定义报表后，获得访问权限的任何用户、组或团队都可以生成报表。
服务管理员还可以使用 REST API 命令生成报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REST API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中的 "Generate Report for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and Tax Reporting"。对于大型报表，REST API 中用于生成报表的 runAsync 参数允许异步运行报表（值为 true）。
要生成报表：
1. 从主页中，单击报表。
2. 选择一个选项卡：

• 任务管理器报表
• 补充数据报表

3. 选择要生成的报表。您可以使用快速搜索选项在选定组下查找报表。
4. 对于输出格式，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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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sx：不支持图形。
• html：不支持图形和图表。
• pdf

• csv：不使用模板，具有数据检索速度更快的优点。

注：
如果报表包含的记录数超过 10,000，建议使用 csv 格式。

• csv (带格式)：非常适合包含带格式数据的简单数据表，模板中不支持图像、图形或样式设置。

注：
与 csv 格式相比，使用 csv (带格式) 输出选项时，由于要采用模板格式设置，生成报表需要更多时间。因此，您可以选择 CSV 以快速生成数据，也可以选择 csv (带格式) 以生成基于带格式模板的数据。

5. 单击生成。
6. 输入名称，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调度和期间。
7. 单击生成。完成后，系统将显示“成功完成”状态消息。

注：
• 单击上一步以保留您选择的参数值并重新生成报表。
• 单击重置以清除您选择的参数值并重新生成报表。

8. 选择打开方式，或选择保存文件以保存 ZIP 文件。
报表生成流程使用在后台运行报表作业的后端作业框架。如果报表有错误（例如，如果报表大小大于建议的大小），则在生成报表之前，您会在“生成报表”对话框中看到一条指出存在错误的消息。对于包含大量记录的报表，建议使用筛选功能将报表分解为包含较少的记录。

了解报表安全性
本主题介绍任务管理器 和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标准报表和自定义报表的安全性。

Note:

服务管理员还可以使用 REST API 命令生成用户详细信息报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REST API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中的
"Generate User Details Report for Account Reconciliation,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and Tax Repor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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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预定义）报表安全性
所有标准报表查询中均包含安全子句。这意味着，默认情况下会对这些报表强制执行安全筛选器。例如，对报表强制执行超级用户安全性（在访问控制下确立）以允许访问某些任务。仅有权访问某些任务的超级用户只能查看这些任务的相应报表。
管理员可以使用编辑报表对话框中的访问权限选项卡来编辑报表以授予用户对报表的访问权限。这可以确保，如果您允许用户查看报表，他们只能查看管理员确定适合他们查看的数据。
安全子句也包含在以下预定义的任务管理器报表中：
• 有风险任务
• 任务合规性分析
• 提前任务
• 过期任务
• 按组织单位的任务绩效分析
• 驳回任务
• 任务审查跟踪
• 具有过期任务的用户
向用户分配对标准报表的访问权限
管理员可以做出决定，以向各类用户授予对标准报表的访问权限。此操作可以通过编辑报表对话框中的访问权限选项卡来完成。
要授予用户对某个报表的访问权限：
1. 从主页中，单击应用程序，然后选择非合并报表。
2. 在报表中，选择需要的报表，然后从操作中选择 编辑。
3. 在编辑报表对话框中的访问权限下，您可以使用添加 (+) 或删除 (X) 更改有权访问该报表的用户列表。
4. 单击保存或保存并关闭。
自定义报表安全性
对于自定义报表，您可以在创建查询时确定您是否希望将安全子句插入到查询中，然后向用户分配对报表的访问权限。这意味着，报表的创建者决定授予哪些用户访问权限。

使用任务管理器报表绑定器
您可以使用任务管理器报表绑定器创建在某个调度（例如“公司第一季度结算”）期间发生的所有活动的历史记录。可使用筛选器指定调度、要包括的任务以及要包括的任务信息。
满足绑定器筛选条件的所有任务的信息将以 HTML 格式输出到 ZIP 文件中。其中包含
HTML 和其他文件。解压缩该 ZIP 文件时，会形成目录结构，可以在其中访问 HTML 文件来查看报表绑定器。因为报表是自包含在一个文件中，所以可以容易地复制、打印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该文件，以供内部或外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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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报表绑定器
通过“生成报表绑定器”对话框，您可以指定创建报表时所需的参数。在某个视图中打开调度并运行生成报表绑定器时，报表绑定器将应用于当前视图并且仅包含当前筛选视图中的任务。
报表绑定器以文档形式生成并通过浏览器返回。运行生成报表绑定器时，可以选择立即打开它或将其以 ZIP 文件形式保存到磁盘。
可以一次为多个调度生成报表绑定器。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具有大量调度，这会很有用。
要生成报表绑定器：
1. 从调度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为其生成报表绑定器的调度。
2. 从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生成报表绑定器。
3. 对于报表绑定器名称，输入名称。
4. 对于说明，输入绑定器说明。
5. 从可选组件中，选择您希望在报表中显示的任务组件：

• 警报
• 注释
• 附件

注：
在报表中包含附件会极大地增大报表的大小，并且可能会影响性能。

6. 单击生成。
7. 从“文件下载”中，选择保存。

此时将显示“另存为”对话框，ZIP 文件名显示在底部。
8. 选择 ZIP 文件的目录，然后依次单击保存和关闭。

查看报表绑定器
生成报表绑定器后，绑定器将输出到一个压缩文件中。ZIP 文件名是您为报表绑定器指定的名称。报表页面将合并到一个 HTML 报表中，并根据需要为各个部分添加分页符，以便您可以通过打印命令打印报表。如果您选择包括附件，则将创建一个单独的附件附录，其中包含指向具有相应任务和警报的附件的链接，可以单独打印该附件附录。所有附件都下载到单独的文件夹中。
如果将报表绑定器保存为 ZIP 文件，则可以解压缩该 ZIP 文件中的所有内容，这将创建与报表绑定器同名的目录结构。可以通过打开该目录中的 HTML 页面来查看报表绑定器。第一个报表页面包含关于报表绑定器的信息、调度，并显示报表绑定器中的可用任务和警报的列表。可以导航到“任务”部分来查看任务详细信息，例如状态、接受者、开始和结束日期以及持续时间。如果任务尚未开始，则会显示计划（调度）日期。每个任务都链接至“任务详细信息”页。默认情况下，报表绑定器包含“属性”、“说明”、“问题”、“工作流”、“前置任务”和“历史记录”部分。如果在生成报表绑定器时选择了包含“警报”和“注释”选项，则还将显示这些部分。
第一个页面还包含警报列表，您可以从中进一步钻取。在“警报详细信息”页面中，可以导航到关联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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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报表绑定器：
1. 导航至 ZIP 文件所下载到的目录，并双击该文件。
2. 将 ZIP 文件解压缩到所需目录。
3. 导航至该目录，并找到与 ZIP 文件名匹配的子目录。
4. 在该子目录中双击 report_binder_name.html 来查看报表绑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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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管理补充数据
另请参阅：
• 补充数据流程概览
• 管理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视图、列表和筛选器
• 管理补充数据系统设置
• 使用补充数据分析仪表板
• 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管理维属性
• 使用收集间隔
• 使用补充数据收集
• 创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表单模板
• 编辑表单模板
• 复制表单模板
• 删除表单模板
• 将表单模板部署到数据收集期间
• 取消部署表单模板
• 重新打开补充数据表单
• 将数据批量加载到集合中
• 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重新分配用户
• 对照帐户余额验证补充数据合计
• 在“补充数据分析”仪表板中查看数据
• 在 Smart View 中使用补充数据
• 使用货币转换

补充数据流程概览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可帮助您组织、更新、编辑和管理补充数据，这些数据通常是财务交易。这是一个强大的特殊数据收集过程，对于收集脚注、披露和支持详细信息非常有用。
1. 管理员创建启用了补充数据功能的应用程序并刷新数据库，此过程用于设置系统设置信息。
2. 超级用户执行以下过程：

• 创建在其数据收集中可能需要的其他维。
• 创建收集间隔以定义数据收集过程的频率，以及其表单将基于的工作流维。
• 创建集合和子集合以存储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收集的数据。
• 创建属性以及属性的计算和验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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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数据表单模板以确保具有一致且可重复的数据收集过程。
• 为每个数据表单模板分配工作流和访问权限。
• 将表单模板部署到特定的数据收集期间，以备在收集过程中使用。

– 如果期间未打开，则表单实例处于“挂起”状态。
– 如果期间已打开，则表单实例处于活动状态并可进行数据输入。

3. 在系统中创建维、集合和表单之后，管理员将打开期间，然后启动数据收集过程。
4. 然后由用户执行以下任务：

• 在期间打开后手动加载数据，或使用 CSV 文件导入表单数据。用户还可以执行要完成的任何操作，例如，输入注释以及回答问题。
• 执行验证并确保数据的正确性。
• 提交数据供审批。

5. 分配为批准者的用户进行审核，然后批准或驳回数据（可能有多个审批级别）。
6. 用户在数据获得批准后查看汇总数据（取决于工作流选项）并推送数据。
7. 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向所分配的用户发送与他们有关的数据表单的电子邮件警报。
8. 管理员关闭并锁定数据收集期间：

• 关闭数据收集期间（阻止启动更多表单实例）
• 锁定数据收集期间（不允许更多更改）

您还可以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补充数据”选项来管理数据收集过程并处理补充数据表单。您必须首先安装适用于补充数据管理的 Smart View 扩展。要安装该扩展，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指南中的“下载并安装客户端”。
观看以下视频，了解有关补充数据的信息：

 补充数据。
以下教程包含有关使用补充数据的其他信息：

 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查看、更新和分析补充数据。
管理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视图、列表和筛选器

相关主题：
• 查看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列表
• 使用列表视图
• 使用筛选器

查看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列表
保存的列表可提供一致的补充数据任务屏幕布局。此列表包括筛选条件和列显示。

第 42 章管理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视图、列表和筛选器

42-2

https://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265:0:::265:P265_CONTENT_ID:13517
http://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112:0::::P112_CONTENT_ID:29668


如果您是管理员，您可以查看系统中的所有可用表单，以及哪些用户正在处理这些表单。
如果您是除管理员以外的其他用户，则可以查看与您的角色相关且需要您关注的所有活动表单。
要查看表单：
1. 在主页上，单击任务。
2. 在左侧导航区中单击补充数据任务。
3. 选择年份、期间和模板。
4. 可选：要搜索表单，请在搜索字段中，输入要在表单列表中搜索的任何文本或数字。
5. 可选：要筛选表单列表，请单击搜索字段旁边的筛选器

图标并指定筛选条件。
示例补充数据任务列表

使用列表视图
列表视图显示可在屏幕上查看的记录并提供记录详细信息的向下钻取功能。
要显示更多的行，请从右侧的视图选择器中选择精简视图。
列表提供了下列报表功能：
• 可以在视图中添加或删除列并重新排序。
• 可以应用筛选器以限制列表中包含的记录。
保存列表视图
要保存列表视图：
1. 调整视图（调整筛选器、调整列或对列表排序）来查看所需数据。
2. 从操作中，单击保存列表。
3. 在保存列表对话框中，输入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和（可选）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然后单击确定。
要查看所有已保存的列表，请单击列表下拉列表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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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列表视图
管理员或超级用户还可以选择发布以使专用列表视图可供其他用户使用。单击筛选器栏右侧的筛选器图标，选择管理筛选器，然后单击发布。这样将复制已保存视图，现在有专用和公用两个版本。对于公用版本，公共列中有一个复选标记。
设置默认视图
您还可以对已发布的保存视图使用设置默认值操作。管理员或超级用户可以将该视图设置为默认视图，这样该保存视图不仅可供该视图类型的所有用户使用，而且当用户打开该视图类型时，会默认选择该视图。

使用筛选器
您可以使用筛选功能来访问特定的表单列表，方法是单击搜索字段旁边的筛选器
图标，然后设置所需的筛选器。还可以创建/添加新筛选器，保存、删除和管理筛选器。
添加筛选器
要添加筛选器：
1. 在主页上，单击任务。
2. 在左侧导航区中单击补充数据任务。
3. 单击调度任务窗口中的添加筛选器图标。
4. 从 POV 筛选器栏下拉列表中选择筛选条件（例如即席）。
5. 选择必要的值（例如是）。
保存筛选器
设置要保存的筛选条件后：
1. 选择

图标，然后单击保存筛选器。
2. 输入名称（例如 "My_Filter"）和说明（可选）。请注意，在筛选器定义 -> 筛选条件下，“警报”等于“是”。此值与添加筛选器时选择的值相同。
3. 单击确定。
4. 单击

图标，您会注意到名为 "My_Filter" 的筛选器已显示。

Note:

您可以启用您创建的任何筛选器，方法是单击要启用的每个筛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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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您可以单击清除所有筛选选项以清除并重置所有内容。
管理筛选器
您可以使用管理筛选器功能处理您创建的筛选器。

该功能提供多个选项，例如：
• 单击

图标以添加新筛选器。
– 输入名称和说明（可选）。
– 选择类型（“集合 (集合 - 全局)”、“集合 (贷项集合)”等）。

– 选择创建条件或创建条件组以定义筛选器条件。

– 单击确定。
• 单击

图标以编辑筛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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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图标以复制筛选器。

• 单击
图标以删除筛选器。您将会收到是否要删除筛选器的确认消息。单击确定。

• 单击
图标以发布筛选器。这将允许其他用户使用该筛选器。

• 单击
图标以查看筛选器详细信息（例如列、创建者等）。

Note:

无法为补充数据迁移已保存的筛选器。

管理补充数据系统设置
另请参阅：
• 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设置电子邮件通知
• 设置补充数据首选项
• 设置补充数据调控器

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设置电子邮件通知
服务管理员可以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用户设置电子邮件通知。在启用了电子邮件通知时，会生成批量通知。不再需要通知时，可以禁用电子邮件通知和提醒。

注：
默认情况下，电子邮件通知处于禁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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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添加电子邮件作为发件人地址。自定义发件人地址，或包括产品首字母缩写来提醒用户通知来自哪里。
要设置电子邮件通知：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选项卡。
3. 选择电子邮件通知。
4. 对于电子邮件通知，选择开启来启动通知，或者选择关闭来禁用通知。
5. 输入电子邮件发件人地址。您可以编辑电子邮件地址来提供特定地址，或包括产品首字母缩写来提醒用户通知来自哪里，例如 SDM。
6. 单击保存。

设置补充数据首选项
可为补充数据指定要显示的数字格式和单元格格式的首选项。可以指定要显示的小数位数，以及想要的负数显示方式、单元格样式、字体和颜色。
要设置补充数据首选项：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选项卡。
3. 在系统设置页面上，单击首选项链接。
4. 对于数字格式，选择以下选项：

• 小数位数
• 负数

5. 对于单元格格式，选择以下选项：
• 单元格样式
• 字体，然后选择粗体、斜体或下划线
• 字体大小
• 文本颜色
• 背景颜色

6. 单击保存。
设置补充数据调控器

在“补充数据”中，可以针对集合属性设置调控器以提高应用程序性能。您可以减小系统提供的默认设置，也可以将其增加到 大值。它会在创建对象时强制实施 大限制。
例如，您可以指定每个集合的 大计算属性数。当您创建计算属性时，如果属性数量小于 大值，系统会创建这些属性。如果达到 大限制，系统将不创建属性，而且会返回一条说明数量超出范围的验证消息。您还可以指定 大维属性数、每个表单模板的 大节数、每个表单模板节的 大属性数、“数据分析”上显示的 大属性数以及列表中显示的 大项数。
要设置补充数据调控器：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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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左侧的系统设置选项卡。
3. 在系统设置页上，单击调控器链接。
4. 指定属性的 大值，或者保留默认设置：

• 大计算属性数
• 大维属性数
• 每个表单模板的 大节数
• 每个表格表单模板节的 大属性数
• “数据分析”上显示的 大属性数
• 列表中显示的 大项数（默认值为 10000）。

5. 单击保存。
使用补充数据分析仪表板

“补充数据分析”仪表板包含集合和子集合的详细信息，方便查看和筛选信息。您还可以选择列、对列排序以及保存列表。
要在“数据分析”仪表板中查看集合：
1. 在主页上，单击数据。
2. 从左侧，单击补充数据分析。
3. 从集合下拉列表中，选择集合/子集合以及要访问和分析数据的数据收集期间（频率维成员组合）。

例如：
集合名称：Debt Details

数据收集期间参数：年份：2020，期间：April，方案：Actual

4. 可选：单击添加筛选器，然后输入筛选值。可用筛选器取决于您选择的集合。
5. 可选：要进行更详细的筛选，请在添加筛选器中，单击高级，然后定义筛选条件并创建条件。

要定义条件或组：
a. 单击创建条件或创建条件组。
b. 连接词：选择与或者或。这些属性声明此条件或组如何与之前的同级条件或组关联。
c. 属性：属性是一个字段或值，条件将其与某个值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要将相应数据包含在筛选结果集中。属性不止是用户定义的属性列表。
d. 操作数：声明针对属性执行的计算类型。
e. 值：指定要与属性比较的值。属性类型将确定可用输入字段。
f. 要保存、清除或管理筛选器，请单击页面右侧的筛选器 (...) 按钮。

6. 从操作中选择选择列，以选择要显示其数据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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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特定实体的说明字段中显示前 80 个字符，当鼠标悬停在该字段上时会显示整个文本。

7. 可选：要从集合中导出数据，请从操作中，选择导出，然后选择导出到 Excel 或导出到
CSV。

8. 可选：从操作中，选择导入以将数据导入到集合中。
a. 单击浏览以选择文件。
b. 选择替换或更新现有文件。
c. 选择日期格式。
d. 对于文件分隔符，选择逗号、制表符，或者选择其他，然后输入分隔符。
e. 单击导入。

9. 可选：从列表中，选择可用的其他已保存列表。系统将显示您先前保存的筛选器和列。
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管理维属性

另请参阅：
• 为补充数据添加维
• 添加维属性
• 编辑维属性
• 删除维属性
• 为补充数据导入维成员
• 为补充数据导出维成员

为补充数据添加维
要添加维：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维选项卡。
3. 依次单击操作和添加。
4. 在属性选项卡中，输入名称和说明。
5. 在属性选项卡中，添加维属性。

注：
“历史记录”选项卡记录对维的更改，包括对修改类型的更改、支持对象、修改者以及旧值和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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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维属性
要添加维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维选项卡。
3. 选择一个维，然后依次单击操作和编辑。
4. 在属性选项卡上，依次单击操作、新建和添加属性。

输入以下值：
• 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 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属性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属性类型：

– 文本：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整数：可输入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之间的值。
– 列表：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数字：可输入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7 位整数和 9 位小数）。

• 键属性
如果该属性是键属性，则选中“键属性”复选框。

注：
如果要将维用于收集间隔，属性应为键属性，并且维应只有一个键属性。

• 数据类型
选择下列项之一：
– 日期
– 日期和时间
– 整数
– 列表

选择一种方法：
* 单击添加，然后为属性输入值。
* 要从 CSV 文件导入列表项，请单击导入，然后浏览到 CSV 文件。
* 要从 CSV 文件导出列表项，请单击导出，然后按照提示操作。

– 数字
如果选择“数字”，请选择格式设置选项（“系统设置”的“首选项”部分设置的是默认值）。

第 42 章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管理维属性

42-10



* 对于小数位数，输入要显示的小数位数值。
* 选择显示为百分比以显示百分号。
* 选择千位分隔符以显示千位分隔符（例如 1,000.00）。系统将根据用户的区域设置显示千位分隔符符号。
* 在负数中，选择如何显示负数，例如 (123)。

– 文本（ 多 255 个字符）
– 多行文本

如果选择多行文本，请输入行数（3 到 50 行）。默认值是 3。“多行文本”决定了在表单中不滚动屏幕的情况下，在“操作”对话框中可以看到多少行文本。 大长度应为 2000 个字符。但是，文本区域的宽度保持固定。
如果您选中使用值复选框，则默认情况下，您为行数输入的值也适用于此处。除此之外，它将是一个滚动文本。
如果数据类型必须保存值，则选中必需复选框。

– True 或 False

– 是或否
• 默认值

属性默认填充此值，但可以覆盖此值。
5. 单击确定。
6. 在更新维中，若要选择新属性作为维的“键属性”，请选择键属性。

注：
系统允许使用多个属性作为维的键。

编辑维属性
“成员和属性”部分列出了维成员、说明和属性，其中包括叶属性和父节点，以及维成员的相应多维数据集。
要编辑维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维选项卡。

成员和属性部分显示维成员、说明和属性，其中包括叶和父节点信息，以及相应的维多维数据集。
3. 选择一个本地维，然后依次单击操作和编辑。
4. 在属性选项卡上，选择一个属性，然后单击编辑。
5. 根据需要编辑该属性。

如果维已存在成员或者已在集合中引用该属性，则不能更改数据类型。
6.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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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维属性
要删除维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维选项卡。
3. 选择一个本地维，然后依次单击操作和编辑。
4. 在“属性”选项卡上选择一个属性并单击删除。

注：
无法删除在集合中引用的属性。

5. 出现删除属性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为补充数据导入维成员

管理员和超级用户可以从标准的平面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导入维成员。
要导入维成员：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维选项卡。
3. 选择一个维。
4. 在成员和属性中，依次单击操作和导入。
5. 单击浏览，然后导航至您要导入的文件。
6.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替换：清除表单中的所有维成员并将其替换为源文件中的成员。在执行导入流程之后，源文件中缺少的所有值都将为空。
• 更新：仅更新源文件中包含的成员。其他成员不受影响。

7. 从格式下拉列表中选择日期格式。
日期格式不会转换。默认情况下，日期格式设置为所导出文件位置的区域设置日期格式。

8. 为导入文件选择一种文件分隔符：逗号或制表符。
9. 单击导入。

“结果”屏幕显示导入的维成员数量。
10. 单击确定。

要清除对话框并选择其他要导入的文件，请单击重置。
为补充数据导出维成员

服务管理员和超级用户可将维成员导出到标准的逗号分隔值 (CSV) 平面文件或 XL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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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维成员：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维选项卡。
3. 选择一个维。
4. 在成员和属性中，选择一个成员。
5. 依次单击操作和导出，然后选择 CSV 或 XLS 文件格式。
6. 浏览找到要保存文件的位置。
7. 单击确定。

使用收集间隔
利用补充数据收集间隔，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收集需求定制 POV 来自定义数据收集。收集间隔包括以下维类型：
• 频率维 - 定义数据收集过程的频率。
• 工作流维 - 确定用于表单的维。例如，如果选择实体，则表单将为“按实体”。
要查看收集间隔：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收集间隔选项卡。
系统将显示可用收集间隔列表。您可以选择要显示哪些列、按某个列对列表排序，或者按字母的升序或降序对列表进行排序。
一个默认收集间隔包含在服务中。默认收集间隔包括作为频率维的年份、期间和方案以及作为工作流维的实体。
您可以创建收集间隔，也可以使用默认收集间隔。要创建收集间隔，请参阅“创建收集间隔”。

创建收集间隔
您可以使用频率维和工作流维创建收集间隔。频率维定义数据收集过程的频率。工作流维定义数据收集的工作流实例数。
多可以配置四个频率维（包括年份和期间）和五个工作流维。

要创建收集间隔：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收集间隔选项卡。
3. 单击添加 (+) 以创建收集间隔。
4. 在创建收集间隔上，输入以下信息：

• 名称：输入唯一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 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频率维 - 从可用维中选择一个或两个维，然后使用往复键将其移到选定维。

默认情况下，选择年份维和期间维。
在使用默认的年份维和期间维的情况下，您 多还可以选择两个频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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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选择的频率维将不可用于在“集合”中进行进一步的数据收集和管理。
• 工作流维 - 从可用维中选择维，然后使用往复键将其移到选定维。

必须至少选择一个工作流维。
多可以选择五个工作流维。您选择的工作流维将不可用于在“集合”中进行进一步的数据收集和管理。

5. 单击确定。
6. 要编辑收集间隔，请选择收集间隔，然后依次单击操作和编辑。不能编辑收集中引用的收集间隔。

不能编辑默认收集间隔。
7. 要删除收集间隔，请选择收集间隔，然后依次单击操作和删除。不能删除默认收集间隔。

配置数据收集期间
在为数据收集过程创建收集间隔之后，可通过选择频率维的成员来配置数据收集期间。默认情况下，可以使用“年份”和“期间”频率维。
各收集间隔内的数据收集期间可以不同。
要配置数据收集期间：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数据收集期间选项卡。
3. 单击收集间隔，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间隔。
4. 这将显示您在选定收集间隔中定义的频率维。默认情况下，显示年份维和期间维。
5. 在每个频率维中选择成员。这将显示对应的数据收集期间。
6. 选择期间，并输入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和关闭日期以打开期间。

注：
要在保存之前清除已输入的日期，请单击重置。

7. 单击保存。

注：
定义数据收集期间后，不能在“收集间隔”选项卡中更改选定的收集间隔。

要打开、关闭或锁定期间：
1. 从“数据收集期间”列表中，选择一个期间。
2. 从操作  下拉列表或菜单栏中，选择一项操作：
• 打开期间 – 允许部署新的表单模板，并将即席表单添加到收集期间。用户可以根据其预定开始日期更新其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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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期间 – 不能部署额外的表单模板，也不能将任何额外的即席表单添加到收集期间。用户可以继续更新现有表单。
• 锁定期间 – 不允许对现有表单进行额外更新。

查看收集间隔历史记录
系统维护着收集间隔活动的历史记录，包括用户、日期、操作以及旧值和新值。
要查看收集间隔历史记录：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收集间隔选项卡。
3. 选择一个收集间隔，然后单击编辑。
4. 查看以下字段：

• 字段
• 修改类型
• 支持对象
• 修改者
• 修改时间
• 旧值
• 新值

使用补充数据收集
补充数据集合包含数据表的定义。集合包含任意数据记录的信息属性。集合可以包含来自维的属性，您可以输入属性。您还可以创建子集合，以便进行更加细化的详细数据收集。只有管理员或超级用户才能创建和更新集合定义。
要查看集合：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集合选项卡。
系统显示可用集合列表以及它们的名称、说明、类型、收集间隔、属性、关联的表单模板及其他信息，例如上次更新日期。您可以选择要显示哪些列、按某个列对列表排序，或者按字母的升序或降序对列表进行排序。
要创建集合，请参阅“创建集合”。

创建集合
使用补充数据时，可创建一个集合来定义收集过程的数据。还可以创建子集合，以便进行更加细化的详细数据收集。可以通过指定是否阻止在数据表单之间共享数据来确保数据收集安全性。
观看以下视频，了解有关创建补充数据集合的信息：

 创建补充数据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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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集合：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集合选项卡。
3. 依次选择操作和新建。
4. 在属性选项卡上，输入集合信息：

• 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输入一个唯一的名称。
• 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子集合：选中此复选框可创建子集合。只能在创建集合后创建子集合。请参阅“创建子集合”。
• 收集间隔：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收集间隔。
• 关联的子集合：此项不可编辑，显示与集合关联的子集合。
• 在模板/表单之间共享数据记录：默认选择为是，这意味着在同一工作流选择中的模板/表单之间共享数据。如果您不希望共享数据，请单击否复选框。

5. 在属性选项卡上，添加集合的属性。
请参阅“添加集合属性”。

创建子集合
您可以通过子集合获取详细的数据收集。可创建现有集合的子集合，之后现有集合便成为父代集合。子集合链接到父代集合并显示在父代集合下。对于一个父代集合， 多可以创建五个子集合。
要创建子集合：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集合选项卡。
3. 单击 +（加号）。
4. 在属性选项卡上，输入子集合信息：
• 名称 - 输入唯一的名称。
• 说明
• 子集合 - 单击该复选框。
• 收集间隔 - 单击子集合复选框后，此项不可编辑。
• 集合 - 选择要为其创建子集合的父代集合。选择父代集合时，收集间隔会自动填充与父代集合关联的收集间隔。
• 在模板/表单之间共享数据记录 - 在集合中选择父代集合后，此项不可编辑。
• 在属性选项卡上，添加子集合的属性。

注：
默认情况下，父代集合中的属性链接到子集合。创建子集合的属性后，新属性将链接到父代集合和关联的收集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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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集合属性
属性是用户定义的字段，它们由管理员集中定义并在多个位置使用。您可以为属性指定不同的值类型：日期、日期和时间、列表、数字、文本以及 True 或 False。
对于集合，您可以为数据收集期间添加日期计算属性，例如“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要添加集合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集合选项卡。
3. 选择集合，然后单击编辑。
4. 选择包含下面几列的属性选项卡：

• 键标识符
如果此集合没有数据，您可以修改键标识符和属性。
默认情况下，实体的“键标识符”和“分配工作流”复选框选项处于选中状态。在添加属性时，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属性作为键标识符。

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不支持将计算属性作为键标识符属性。
如果您选择计算属性作为键标识符，则在集合中可能会遇到意外行为和错误。

• 分配工作流
显示在收集间隔中定义的工作流。此项不可编辑。

• 名称
• 维名称
• 属性类型（当存在现有属性时显示）
• 数据类型 - 日期、日期和时间、整数、列表、数字、文本、True 或 False、是或否
• 合计 - 可用于指定属性的合计方法：

– 总和：相加合计
– 平均值：有数据的行的平均值。没有数据的行不会计入分母
– 计数：包含数据的行的计数
– 无：不计算总和

5. 依次单击操作和新建，然后选择：
• 添加属性：转至步骤 6

• 从维添加属性：
a. 选择维。
b. 从可用属性列表中选择属性并将其移动到选定的属性列表中。

系统将包含维的键属性作为选定属性。您无法清除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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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击确定，然后单击保存或保存并关闭。
6. 如果选择的是添加属性，在创建新属性中，输入属性选项卡信息：

• 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 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指定属性类型：

– 文本：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整数：可输入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之间的值。
– 列表：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数字：可输入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7 位整数和 9 位小数）。
更改属性类型会覆盖之前指定的验证或计算。创建属性后，便不能更改该设置。
– 输入：“输入”是默认值，将启用验证选项卡。

对于已经打开并创建了表单实例的期间，不会应用修改的验证规则。所做的更改将仅应用于新表单实例。
– 计算：如果类型为“计算”，则将启用计算选项卡。

• 数据类型
选择下列项之一：
– 日期
– 日期和时间
– 整数
– 列表

单击添加并为属性输入值。列表是集合本地的列表，不能与其他集合共享。
– 数字

如果选择“数字”，可选择格式设置选项以覆盖“系统设置”的“首选项”部分中设置的默认值。

注：
只能为此属性输入数字值。

* 对于小数位数，输入要显示的小数位数值。
* 选择显示为百分比以显示百分号。
* 选择使用千位分隔符以显示千位分隔符（例如 1,000.00）。系统将根据用户的区域设置显示千位分隔符符号。
* 在货币中，选择货币，例如 (INR)

* 在负数格式中，选择如何显示负数，例如 (123)。
* 要缩放数值，请在比例中选择一个介于 1000 到 1000000000000 之间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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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 多 255 个字符）
– True 或 False

– 是或否
• 必需

如果此属性是必需的，则必须在数据输入过程中为此字段输入值。
• 使用值

如果“使用值”是填充的，则系统将为用户创建的所有记录应用设计者输入的值。
在数据输入过程中可以更改默认值。

7. 单击确定保存该属性。
必须先保存属性，然后才能将其包括在计算中。

8. 要继续添加属性：
• 如果针对“属性类型”选择的是输入，则选择验证选项卡。

添加条件表达式：
您可以为用户输入的值创建特殊验证规则。
a. 单击添加。
b. 选择一个操作数，然后输入“值 1”和“值 2”。
c. 如果您需要第二个条件，请从以下列表中进行选择：

– 连接词，例如“与”、“或”
– 操作数，例如“等于”、“介于”、“不等于”、“大于”、“为空白”、“不为空白”、“小于”、“不介于”
– 值 1 和值 2

d. 单击确定。
• 如果针对“属性类型”选择的是计算，则选择计算选项卡。

以下部分举例说明了如何添加计算属性。
a. 创建具有以下属性的集合：

Int1 输入；数据类型：整数。单击确定，然后从编辑集合中选择 Int1 作为键标识符。
TextInput：输入；数据类型：文本。

b. 要在 TextCalc 中使用该属性，请保存数据。
c. 创建属性 TextCalc：计算；数据类型：文本。
d. 在计算选项卡上，输入以下字段：

i. 计算类型：选择脚本形式。
ii. 添加函数：选择 TextLocation，然后单击添加。
iii. INSTRING(<Value>, <Value To Search>) 将添加到计算定义。
iv. 单击 <Value>，然后输入一个值（用单引号括起来，该值区分大小写），或者在添加属性中选择属性 TextInput，然后单击添加。

<Value> 更改为 {TextInput}。

第 42 章使用补充数据收集

42-19



v. 将 <Value to Search> 替换为 'tion'

确保将 <xxx> 替换为单引号：'xxx'。
示例：INSTRING({TextInput}, 'tion')

9. 要添加计算表达式，请选择一种数据类型和计算类型（如下表中所述），然后单击确定。
表 42-1    数据类型和计算类型
在“属性”选项卡上选择的数据类型 计算类型 说明
适用于所有数据类型 将值分配给列表，然后选择属性值。

必须已保存列表属性值。
基于分配给列表成员的值返回属性值。

适用于所有数据类型 条件 对于给定的属性，如果满足指定的条件，则返回属性值 A。如果未满足条件，则返回属性值 B。
列表 将列表分配给值 基于属性的值，返回列表中的相关成员。
数字、整数 公式 使用常用数学表达式计算属性。

例如：(A+B)/C

数字、整数 舍入 将属性舍入到指定的位数。默认值为
2。

文本 串连 将文本属性粘贴在一起。这包括文字字符串以及自动将非文本属性转换为字符串。
示例：First_Name+"
"+Last_Name+":"+Birth_Date

整数、数字、文本 脚本形式
请参阅以下部分：
脚本形式函数

自由形式的脚本计算。脚本形式适用于整数、多行文本、数字或文本类型的属性。
10. 单击保存、保存并关闭或关闭。

注：
对属性的更改将仅应用于后续的数据收集期间。

脚本形式函数
• 绝对值：返回指定数字的绝对值。如果数字小于零，则返回其正值。如果指定数字等于或大于零，则返回指定数字。

ABS(<Number>)
• 添加月：返回与开始日期相差指定月数的日期。该日期始终处于指定的偏差月内。如果开始日期所在的那一天超过了偏差月中的 后一天，则将使用偏差月的 后一天。例如，EDate (31-Jan-2017, 1) 返回 (28-Feb-2017)。对于

Months，输入开始日期之前或之后的月数。月数为正值将产生将来的日期。负值将产生过去的日期。
ADD_MONTH(<Start Date>, <Months>,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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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ADD_MONTH(DATE(2017, 2, 15) 3)
• 先前期间的平均值：计算前 X 个期间的数字金额平均值。

AVERAGE_PRIOR(<Value>, <Number of Periods>, <To Currency*>
示例：AVERAGE_PRIOR( {Balance (Reporting)}, '2', 'EUR'

• 日期：基于在年、月和日指定的整数值返回日期值。
DATE(<Year>, <Month>, <Day>)

• 日期差异：返回两个日期之间相差的天数、小时数、分钟数或秒数。对于 DATE 1 和
DATE 2，可使用值 TODAY 和 NOW，它们分别表示当前的日期（没有时间要素）和日期时间。
DATE_DIFF(<Date1>, <Date2>, <Type>)
示例：DATE_DIFF('TODAY', {Preparer End Date}, 'DAYS') or
DATE_DIFF({Preparer End Date}, 'NOW', 'HOURS')

• 天：以整数返回日期所在的那一天
DAY(<DATE>)

• 提取文本：返回值中自指定位置起的子字符串。
SUBSTRING(<Value>, <Location>, <Length>)
示例：SUBSTRING( {Name} , 5, 10)

• If Then Else：允许用户将条件计算插入脚本形式的计算中。也可以嵌套
IF_THEN_ELSE 计算以支持 ELSE IF 类型的计算。
IF_THEN_ELSE(<Condition>, <Value1>, <Value2>)
示例：
IF_THEN_ELSE( {Risk Rating} = 'Low', 'Good',
IF_THEN_ELSE( {Risk Rating} = 'Medium', 'Better',
IF_THEN_ELSE({Risk Rating} = 'High', 'Best','Bad')))

• Length：接受文本值作为参数，并返回表示文本中的字符数的整数。如果值为空/
null，则计算将返回 0。
Length ({<attribute>})
示例：LENGTH('Value') 将返回 5，LENGTH({Name}) 将返回对象名称中的字符数。
可将该计算与 SUBSTRING 结合使用来提取文本值的 后四个字符。
SUBSTRING( {MyString}, LENGTH ({MyString}) - 4

• 小写：以小写形式返回值。
LOWERCASE(<Value>)
示例：LOWERCASE( {Description} )

• 大值：返回属性列表中的 大值。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参数。
MAX(<Value1>, <Value2>,<ValueN>)
示例：MAX( TRANSLATE( {Source System Balance (Entered)}, 'USD',
'Accounting')、TRANSLATE( {Source System Balance (Functional)}, 'USD',
'Accounting')、TRANSLATE( {Source System Balance (Reporting)}, 'USD',
'Accoun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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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期间的 大值：返回前 X 个期间的 大值。
MAX_PRIOR (<Value>, <Number of Periods>)
示例：MAX_PRIOR( {Balance (Functional)}, '6', 'CAD', 'REC')

• 小值：返回属性列表中的 小值。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参数。
MIN(<Value1>, <Value2>,<ValueN>)
示例： MIN( TRANSLATE( { Balance (Entered)}, 'CAD', 'REC')、
TRANSLATE( {Balance (Functional)}, 'CAD', 'REC')、
TRANSLATE( {Balance (Reporting)}, 'CAD', 'REC') )

• 先前期间的 小值：返回前 X 个期间的 小值。
MIN_PRIOR (<Value>, (<Value>, <Number of Periods>)
示例：MIN_PRIOR( {Source System Balance (Functional)}, '6', 'EUR',
'Simplified')

• 月：以整数返回日期所在的月份 (1-12)

MONTH (<DATE>)
• 幂：将一个数提升为另一个数的指数幂。

POWER(x,y)，其中 x=基数，y=指数，x 和 y 可以是属性或计算（只要它们是数字）。
示例：POWER(3,4)=81

注：
分数值将数字还原为其根。例如，POWER(27, 1/3) = 3 ，即多维数据集根。
负值将执行指数计算的逆运算。例如，POWER(2, -2) = 1 / (2^2) =
1 / 4 = .25。

• 先前期间：返回指定先前期间的值。
PRIOR(<Value>, <Number of Periods Prior>)
示例：PRIOR( {Source System Balance (Entered)}, '1', 'EUR'')

• 舍入：返回舍入到指定小数位数的值。
ROUND(<Value>, <Decimal Places>)
示例：ROUND( ({Scripted Translate} /7), 4)

• 先前期间的总和：返回前 X 个期间的值的总和。
SUM_PRIOR(<Value>, <Number of Periods>)
示例： SUM_PRIOR( {Balance (Reporting)}, '3', 'EUR')

• 文本位置：返回属性值中子字符串的位置，从 1（第一个位置）开始。
INSTRING(<Value>, <Value To Search>)
示例：INSTRING( UPPERCASE( {Name} ), 'TAX' )

• 转换：使用指定的汇率类型将货币属性转换为数字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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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Value>, <To Currency>, <Rate Type>)
示例：TRANSLATE( {Balance (Entered)}, 'EUR', 'Acct')

• 大写：以大写形式返回值。
UPPERCASE(<Value>)
示例：UPPERCASE( {Name} )

• 年：以整数返回日期所在的年份。
YEAR (<DATE>)

导入集合列表属性
要导入列表类型的属性：
1. 创建一个列表类型的导入文件，每个值独占一行。

例如：
Blue
Yellow
Red
Green

2.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3. 单击左侧的集合选项卡。
4. 创建或选择一个列表类型的属性，然后在关联的表单模板区域中单击编辑 。此时将显示编辑表单对话框。
5. 在用户区域中单击导入。
6. 浏览以选择导入文件。
7. 选择导入类型 - 更新以仅更新源文件中的成员，或选择替换以将用户替换为源文件中的成员。
8.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导入文件的文件分隔符：逗号或制表符。
9. 单击导入。

导入列表值将显示列表值总计、已完成数、发生错误数、创建的列表值数和更新的列表值数。
如果成功完成，请单击确定。
如果已完成，但有错误，系统会列出错误。要导出错误列表，请单击导出到 Excel。

查看收集历史记录
系统维护着收集活动的历史记录，包括用户、日期、操作以及旧值和新值。
要查看收集历史记录：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集合选项卡。
3. 选择集合，然后单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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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以下字段：
• 字段
• 修改类型
• 支持对象
• 修改者
• 修改时间
• 旧值
• 新值

删除集合属性
要删除集合属性：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集合选项卡。
3. 选择集合，然后单击编辑。
4. 选择属性选项卡，然后选择属性，再依次选择操作和删除。

• 如果存在数据，则无法删除属性。
• 如果没有数据，但某个表单模板引用了该属性，则必须先从表单模板中删除该属性，然后才能将其删除。

5. 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编辑集合

可以编辑集合的说明和属性。
要编辑集合：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集合选项卡。
3. 选择集合，然后依次单击操作和编辑。

如果定义了关联的子集合，将会显示出来。
4. 单击属性选项卡，然后根据需要修改说明。
5. 单击属性选项卡，然后根据需要编辑属性。

注：
您可以编辑任何本地集合的属性名称。然后，您需要重新部署表单模板以反映更新的属性名称。

如果集合存在数据，您可以修改集合的键标识符和属性。
不能编辑从维引用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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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集合
可以使用“补充数据分析”仪表板复制集合。在该仪表板中，您可以从一个 POV 导出数据并将其导入另一个 POV。
要复制集合：
1. 在主页上，单击数据。
2. 从左侧，单击补充数据分析。
3. 从集合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复制的集合。
4. 从“补充数据分析”页面上的 POV 中，选择要复制的数据的 POV 成员。
5. 从操作中，选择导出到 Excel 以从集合导出数据。
6. 从“补充数据分析”页面上的 POV 中，选择要粘贴的数据的 POV 成员。
7. 从操作中，选择导入以将数据导入到集合中。

删除集合
要删除集合：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集合选项卡。
3. 选择集合，然后依次选择操作和删除。

• 如果存在数据，则无法删除集合。
• 如果没有数据，但创建了表单实例，则无法删除集合。

4. 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创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表单模板

要创建和使用补充数据表单模板，您必须是管理员或超级用户。
创建表单模板时，可以指定模板是否可用于创建即席表单，然后选择允许创建这些表单的用户。可以选择单个用户、组或团队。
有关在补充数据表单中输入数据的信息，请参阅 《使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指南。
要创建表单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单击新建。
4. 在属性选项卡上，提供以下信息：

• 名称：输入唯一的表单模板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 说明：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 收集间隔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收集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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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参阅以下主题：
• 使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表单节
• 指定表单模板说明
• 分配工作流
• 指定表单模板问题
• 设置表单模板访问权限

指定表单模板说明
管理员提供表单的使用说明。说明可包含文本、附加的文件以及指向文档存储库中文件的链接。
要指定表单模板说明：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在新建表单模板或编辑表单模板中，选择说明选项卡。
4. 在说明中，输入说明文本。
要添加对文件的引用：
1. 在引用部分中，单击添加。

提示：
要删除某个引用，请选择该引用，然后单击删除。

2. 选择引用类型：
• 本地文件 - 浏览本地文件系统并选择一个文件。必须指定一个名称。单击确定将文件上传到系统并将其与表单模板一起存储。
• URL - 输入外部 URL 引用并为其指定一个描述性的名称。单击确定将 URL 存储在应用程序中。

使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表单节
表单的每个节均可收集来自不同集合或属性组合的数据。节可以有重叠的集合或属性。仅当在对应的集合中“共享数据”属性已设置为 True 时，才能在一个节中写入一个属性。
对于每个集合， 多可以创建五个包含子集合的节。
创建包含集合和子集合的节后，不能更改相应的集合和子集合对象。
要创建或编辑节：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在新建表单模板或编辑表单模板中，选择节选项卡。
4. 单击新建，或者选择一个节后单击编辑。将显示“编辑表单模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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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属性选项卡上：
• 名称：输入节的名称。 多可输入 80 个字符。
• 集合：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集合。根据所选集合，下拉列表也将列出其子集合，这些子集合是可选择的。

列出的集合属于同一收集间隔。如果您选择具有关联子集合的集合，则“数据记录”将设置为“列”，并且在您保存节时，将创建包含对应子集合的新节对象。
请注意，集合和子集合必须属于同一收集间隔。

• 数据记录
选择下列项之一：
– 行（对于子集合）：表单的属性显示为一个表，您可在行中输入条目。系统始终将属性名称显示为标题。
– 列（对于集合）：表单的属性显示在行和列中，用户在其中输入表单每个属性的值。字段包括每个属性的一个数据输入记录。系统会将属性描述显示为表单的行标题。

6. 根据需要为其他节选项卡输入信息。
7. 完成节创建后，单击确定保存节。

将为集合创建节，并将为子集合创建节并选择键属性。可以根据需要对其进行编辑以包含属性。
表单模板节：“列”选项卡

对于表单模板节，您可以指定布局中的列数以及它们的显示方式。
例如，如果选择 3 作为布局中的列数，则对于作为列索引的每个属性，提供的 大值为三。
要更新列选项卡：
1. 打开补充数据表单。
2. 在列选项卡上，选择布局中的列数值。
3. 在新建表单模板或编辑表单模板中，选择节选项卡。
4. 单击新建，或者选择一个节并单击编辑。
5. 在编辑表单模板节中，单击列选项卡
6. 从布局中的列中，选择节的列数。上限为 3 列布局。
7. 指定列信息：

• 包含
选择要包含在表单中的其他属性。

• 名称
集合属性的名称。

• 维
来自特定维的属性的列。这是只读的。

• 数据类型
列的对应数据类型（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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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宽
以像素为单位指定的列宽。默认值为“调整到合适大小”。
宽度不包括列中单元格的填充空间。
– 小：像素宽度固定为 70

– 中：像素宽度固定为 100

– 大：像素宽度固定为 300

– 调整到合适大小：根据行中的 长文本调整列的宽度
– 自定义：指定宽度。 小值：20。 大值：999。

• 合计
在集合中指定的属性合计方法。它始终是只读的。

• 合计验证 POV

对照帐户余额验证补充数据。
从下拉图标中，依次选择“多维数据集”和 POV。

注：
必须取消选择每个维属性的仅供查看列，才能对照帐户余额验证。

注：
以下固定维和对应的成员已硬编码：
– 合并 - FCCS_Entity Input

– 视图 - FCCS_Periodic

– 货币 - 实体货币
• 仅供查看

此列仅供查看。如果您为同一集合创建了多个表单，则只能有一个表单包含用于输入的列（包括键列）。
8. 合计行

合计行的显示方式：
• 顶部：在表的顶部显示合计行
• 底部：在表的底部显示合计行
• 无：不显示合计行

9. 可选：要将新属性添加到表单模板节，请单击添加 (+) 图标，选择添加属性并指定属性信息。
在表单模板节中添加属性的过程与在集合中添加属性的过程相同。请参阅“添加集合属性”。

10. 单击确定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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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模板节：“分组依据”选项卡
要更新补充数据表单模板的“分组依据”选项卡：
1. 打开补充数据表单。
2. 在新建表单模板或编辑表单模板中，选择节选项卡。
3. 单击新建，或者选择一个节并单击编辑。
4. 在“编辑表单模板节”中，单击分组依据选项卡。
5. 单击“列”，然后选择或查看以下列：

• 包括
选择要在“分组依据”中包括的其他列。

• 分组依据
按选定的列对主表中的数据进行分组。

• 名称
集合的名称。

• 维
来自特定维的属性的列（只读）。

• 数据类型
列的对应数据类型（只读）。

• 合计
在集合中指定的属性合计方法（只读）。

6. 合计行：
指明合计行的显示方式：
• 顶部：在表的顶部显示合计行
• 底部：在表的底部显示合计行
• 无：不显示合计行

7. 根据需要在其他节选项卡上输入信息。
8. 要保存更新并返回到“表单模板节”选项卡，请单击确定。

表单模板节：“映射”选项卡
在表单模板中，可使用“映射”选项卡指定要向其推送表单数据的 POV。可以根据在“分组依据”选项卡中选择的属性映射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表单条目。此时会使用在“分组依据”选项卡中选择的属性计算属性合计金额。
如果您在“分组依据”选项卡上为某个属性使用列表数据类型，则可以映射列表中的单个项目。在这种情况下，编辑“映射”文本以包括 @Listname。@Listname 将用作列表属性中每个子代的替换项。确保所有列表成员都与维成员相同，从而不存在无效 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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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佳做法是在创建或编辑映射之前清除浏览器缓存并重新登录。

要更新“映射”选项卡：
1. 打开补充数据表单。
2. 在新建表单模板或编辑表单模板中，选择节选项卡。
3. 单击新建，或者选择一个节并单击编辑。将显示“编辑表单模板节”。
4. 选择连接。

源列默认设置为选取分配映射菜单时选择的列。可以根据需要更改为其他源列。
5. 从多维数据集下拉列表中，从可用多维数据集的列表中选择一个多维数据集。
6. 单击成员选择器以选择视点的成员。

必须为每个 POV 维指定一个成员。在映射之前确保 POV 有效。
成员选择器显示收集间隔的频率维和工作流维以外的维。间隔维的值在推送期间根据部署表单的数据收集期间动态设置。

7. 在映射中，输入 POV。
8. 要保存更新并返回到表单模板节选项卡，请单击确定。

表单模板节：“历史记录”选项卡
“历史记录”选项卡显示对表单模板节所做的更改，包括进行修改的用户、日期、修改类型以及旧值和新值。
要查看“历史记录”选项卡：
1. 打开补充数据表单。
2. 在新建表单模板或编辑表单模板中，选择节选项卡。
3. 单击新建，或者选择一个节并单击编辑。
4. 在“编辑表单模板节”中，单击历史记录选项卡。
5. 单击视图以从列表中选择要显示的列，或者选择更多列以管理可见列及其显示顺序。
6. 可以查看以下信息：

• 字段
• 修改类型
• 支持对象
• 修改者
• 修改时间
• 旧值
• 新值

7. 要返回到“表单模板节”选项卡，请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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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工作流
使用“工作流”选项卡可为表单分配工作流。
要为表单分配工作流：
1. 打开补充数据表单。
2. 在新建表单或编辑表单中，单击工作流选项卡。
3. 在何时启动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值：

• 频率 - 为表单收集数据的频率。
• 调度起始时间 - 收集日期：

– 结束日期 - 期间的结束日期。
– 关闭日期 - 为期间指定的关闭日期。

• 起始日偏移量 - 表单的数据收集开始日期。此项决定了数据收集日期应在结束日期或关闭日期过后多少天开始。它可以是正数或负数。例如，您可以在起始日前几天准备数据并设置 -3，以便在 3 天之后开始收集。
4. 在工作流中，选择以下项的值：

• 工作流选项 - 选择一个选项：
– 编制
– 编制，然后批准
– 编制，然后批准和推送
– 编制，然后推送
– 推送

• 审批级别 - 选择批准者级别（ 多 10 级）。
• 持续时间 - 允许每个用户执行特定操作的 大天数。

根据工作流选项，此数据决定了提交、审批和推送的预定完成日期。
5. 在用户部分，提供了以下选项：表单和即席。您可以为“表单”或针对“即席”定义工作流和查看者用户分配。您可以在已启用的字段中添加用户。

• 单击新建。
• 要添加用户：

– 对于表单，选择工作流，然后为编制者和批准者选择用户或组。工作流成员选择器根据选择的工作流维动态变化。
– 对于即席，通过使用“名字”和“姓氏”进行搜索来选择用户或组。您可以单击高级按用户 ID 或电子邮件进行搜索。请注意，默认情况下会显示“基本”选项（即，“名字”和“姓氏”）。
– 单击搜索以显示搜索结果。您可以使用此选项添加或删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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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允许即席选项出现在工作流选项卡下，默认情况下不会显示。仅当即席用户列表的数量大于 0 时，才会填充此项。如果列表为空，则此选项将关闭。

• 要从 CSV 文件导入用户，请单击导入。
– 单击浏览以选择文件。
– 对于文件分隔符，选择逗号、制表符，或者选择其他，然后输入分隔符。
– 单击导入。

注：
导出/导入文件格式允许在事务中包含允许即席选项。

• 要删除用户，请选择用户，然后从菜单栏中单击删除。
指定表单模板问题

问题随角色自动分组。在一个角色内部，各个问题会排序。顺序指示问题在角色内部的顺序。
要创建问题：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在新建表单或编辑表单中，单击问题选项卡。
4. 单击新建或编辑。
5. 输入以下信息：

• 问题： 多可输入 2000 个字符。
输入一个提示用户在表单中做出响应的问题。

• 数据类型
选择一个问题类型：
– 日期
– 日期和时间
– 文本： 多可输入 4000 个字符。
– 列表： 多可输入 255 个字符。

单击添加并为属性输入值。
– 整数：可输入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之间的值。
– 数字：可输入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7 位整数和 9 位小数）。

如果选择“数字”，请选择格式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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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小数位数，输入要显示的小数位数值。默认值是在“系统首选项”中定义的。
* 选择千位分隔符以显示千位分隔符（例如 1,000.00）。系统将根据用户的区域设置显示千位分隔符符号。
* 从货币中选择货币，例如 (INR)

如果未选择货币，则不会转换金额。
* 从负数中选择如何显示负数，例如 (123)。

– True 或 False

– 是或否
• 角色 - 指定问题面向的角色。
• 必需 - 决定问题是必需的还是可选的。

要删除问题：
1. 在新建表单或编辑表单中，选择问题选项卡。
2. 选择一个问题，然后单击删除。

设置表单模板访问权限
在补充数据表单模板的“访问权限”选项卡上，可以确定获得授权的用户及其对表单执行的功能。
• “访问权限”选项卡的顶部面板显示具有查看访问权限的用户列表。
• 底部面板显示用户有权访问的工作流。
您可以将查看者列表导入 CSV 文件，以便快速为多个用户分配访问权限。查看者可以是用户、组或团队。您随后使用“查看”选项确定他们可以在哪个阶段访问表单。您也可以导出用户列表以供管理员分析。

注：
在分配查看者访问权限之前，您必须定义工作流。

注：
现在，即使未在模板中定义经常性表单，也可以进行即席用户和查看者分配。

要添加访问权限：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单击新建表单或编辑表单，然后单击访问选项卡。
4. 单击新建，或者选择一个用户后单击编辑。
5. 在查看者访问权限中，选择一个用户、组或团队。
6. 从工作流中，选择工作流维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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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列出工作流维的成员的所有组合。
7. 选择一个查看选项：

• 始终 - 任何时候都可以查看数据，即使数据输入没有完成或者尚未提交数据以供审批。
• 在提交后 - 在提交数据后即可查看数据，即使该数据尚未获得批准。
• 在批准后 - 在所有审批级别都获得批准之前，将无法查看数据。

8. 可选：要从 CSV 文件加载多个用户的查看者访问权限：
a. 从菜单栏中，单击导入。
b. 浏览以选择文件。
c. 针对导入类型，选择全部替换或更新。
d. 对于文件分隔符，选择逗号、制表符，或者选择其他，然后输入分隔符。
e. 单击导入。

查看表单模板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选项卡记录对表单模板的更改。此选项卡显示已创建或已更新的字段、修改类型、旧值和新值、进行修改的用户以及更改日期。“历史记录”选项卡上的信息为只读信息。
要查看表单模板历史记录：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在新建表单或编辑表单中，单击历史记录选项卡。

编辑表单模板
要编辑表单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选择表单模板，然后从菜单栏中选择编辑。

复制表单模板
复制表单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选择表单模板，然后从菜单栏中选择 复制。

“复制”操作将创建一个副本，且表单名称后面添加“副本”后 。此外，所有属性都是只读的，以防止多个表单模板对同一集合都有写入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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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表单模板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表单模板。
删除表单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选择表单模板，然后从菜单栏中选择删除。
4. 单击是确认要删除模板。

将表单模板部署到数据收集期间
创建补充数据表单后，可以对其进行部署。
还可以重新部署以前部署的表单。可以指定应如何影响工作流。例如，您可能添加了多个工作流项（集合或模板特性和属性没有更改），这些项可能是唯一需要部署的项。如果您选择重置所有表单工作流，将部署模板并将保留数据，但所有其他工作流项（例如注释）都将重置。
要将表单模板部署到数据收集期间：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从操作菜单中，单击部署 。
4. 从数据收集结束期间中，单击搜索图标。
5. 在选择数据收集期间对话框中：

a. 单击间隔，然后选择一个收集间隔。
选择收集间隔后，POV 维将反映相应收集间隔中定义的频率维。

b. 为 POV 维选择成员，然后单击确定。
系统将显示挂起期间和打开期间数据收集期间。

c. 从期间中，选择数据收集期间，然后单击确定。
选择收集间隔和 POV 维成员后，表单模板列表将进行筛选以仅显示在选定间隔内可用的模板。

6.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部署的表单模板。
7. 单击部署。
8. 此时将显示部署信息对话框，其中显示与收集间隔相关的所有表单模板。

• 该对话框列出每个模板的创建、重置和删除值。如果尚未部署表单模板，这些值将为零。
– 创建 - 显示将在部署（以及重新部署）期间根据工作流定义创建的所有表单计数。
– 重置 - 显示集合/模板副本的更新，例如，新添加的特性和属性。
– 刷新 - 显示将根据对模板所做的更改刷新的所有表单的计数。对模板属性的更改都将反映在表单上。
– 删除 - 对于取消部署和重新部署，显示基于工作流成员的已删除表单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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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重新部署表单，系统会显示以下选项：
– 重置所有表单工作流 - 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则在表单上输入的所有数据都将得以保留，但所有其他工作流项（例如注释）都将重置。如果您已对模板的键属性进行了更改（添加、删除、编辑），则表单数据将被删除。
– 删除即席表单 – 如果您选择此选项（默认），将删除用户在收集期间内创建的任何即席表单。如果您未选择此选项，将刷新或重置用户在收集期间内创建的任何即席表单。

9. 单击部署。
10. 出现部署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11. 部署完成后，会显示一个确认对话框，指明以下信息：

• 集合中的表单模板总数：来自“部署信息”对话框的表单模板总数。
• 表单模板和期间频率或间隔不匹配：与收集间隔频率不匹配的表单模板数。单击查看详细信息可显示缺少频率的表单模板。
• 有错误的表单模板：有错误的表单模板总数。如果存在错误，不会进行复制。
• 有错误的集合：包含错误的集合。单击查看详细信息可查看错误详细信息。
• 已部署的表单模板：已部署的模板。
• 要部署的表单总数：在每个表单模板上指定的表单总数。
• 已成功部署的数量：部署的表单总数。
• 未成功部署的数量：未成功部署的表单总数。

取消部署表单模板
要取消部署表单模板：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取消部署 。

将显示取消部署表单模板。
4. 在选择数据收集期间对话框中：

a. 单击间隔，然后选择一个收集间隔。
选择收集间隔后，POV 维将反映相应收集间隔中定义的频率维。

b. 为 POV 维选择成员，然后单击确定。
c. 从期间中，选择数据收集期间，然后单击确定。

选择收集间隔和 POV 维成员后，表单模板列表将进行筛选以仅显示在选定间隔内可用的模板。
5.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取消部署的表单模板，然后单击取消部署。
6. 此时将显示部署信息对话框，其中显示与收集间隔相关的所有表单模板。

• 如果在创建模板时选择了共享数据选项，则系统将显示一条消息并列出需要一起取消部署的表单模板。
• 将会显示每个模板的创建、删除和重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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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 显示将在部署（以及重新部署）期间根据工作流定义创建的所有表单计数。
– 重置 - 显示集合/模板副本的更新，例如，新添加的特性和属性。
– 删除 - 对于取消部署和重新部署，显示基于工作流成员的已删除表单计数。

7. 选择表单模板，然后单击取消部署。
将显示一条消息，指出取消部署将导致此期间的所有现有数据以及所有表单都被永久删除。

8. 单击取消部署。
取消部署完成后，将出现一个确认对话框，指示已成功取消部署的表单总数。
对于未成功部署的表单，将显示表单名称以及错误信息。

重新打开补充数据表单
您可以重新打开已部署的补充数据表单以更正数据并继续处理该表单。
要重新打开补充数据表单：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单击表单模板对应的“操作”省略号按钮 (...)，然后选择表单。

系统将显示关联表单列表。
4. 单击“操作”省略号按钮 (...)，然后选择重新打开。

此操作将工作流状态重置回“打开，等待编制者处理”。
将数据批量加载到集合中

管理员和超级用户可以针对特定数据收集期间和特定集合导入数据。此功能非常有用，它使管理员和超级用户可以使用另一系统的源数据批量填充表单或者预填充一些列，这样编制者只需输入数据值。处于以下工作流状态的表单允许加载数据：
• 挂起
• 打开，等待编制者处理
• 打开，等待批准者处理

注：
处于“已关闭”工作流状态的表单不允许加载数据。

您可以使用替换或更新选项。
• 替换 - 清除表单中的所有数据并将其替换为源文件中的值。在执行导入流程之后，源文件中缺少的所有字段在表单中都为空。
• 更新 - 仅更新源文件中包含的值。其他值不受影响。
要加载数据：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数据和补充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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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集合，填充 POV 成员，然后从操作中选择导入。
3. 浏览到要加载的 CSV 文件。下面的加载文件示例可导入以 Entity 作为工作流维的集合。

 

 

4. 选择替换以清除所有数据并将其替换为源文件中的数据，或者选择更新以仅更新源文件中包含的数据。
5. 选择日期格式，然后单击导入。状态显示是否存在任何错误或警告，以及实体总数、更新的实体数和创建的总行数或更新的总行数。

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重新分配用户
您可能需要在结算过程中定期为不同的任务重新分配用户。例如，分配了任务的员工离开公司后，这些任务可以重新分配给其他员工。您可以使用工作流仪表板中的“重新分配”功能自动更改分配，而无需手动搜索、打开和编辑各个任务。使用“重新分配”功能可快速查找与某个用户关联的任务，并将其重新分配给其他用户。您可以向单个用户、组或团队重新分配任务。
您可以选择重新分配用户所适用的角色。例如，如果选择“所有者”角色，则系统重新分配用户时，仅使用那些已分配为任务所有者的用户。处于“已关闭”工作流状态的表单不允许这样做。
要重新分配用户：
1. 在主页上，单击任务。
2. 单击左侧的补充数据任务选项卡。
3.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重新分配用户的表单。
4. 在操作中，选择设置用户。
5. 在字段中，为要重新分配的用户选择角色。
6. 在至用户中，输入名称或者搜索要将任务重新分配给的用户、组或团队。
7. 单击应用。
8. 出现更新用户的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对照帐户余额验证补充数据合计
您可以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对照帐户余额验证补充数据合计。如果您要将各种总帐系统中的帐户余额加载到合并系统并使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收集该帐户余额的某些部分或总和，这非常有用。收集后，补充数据的合计必须与帐户余额一致，编制者才能提交数据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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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 设置在表单模板定义期间完成。帐户余额在运行时（例如，在表单打开期间）提取。此方法的优势是实时进行数据验证。
在验证过程中，第一步是管理员通过表单模板定义来设置如何对照合并系统验证补充数据。在此之后，表单的编制者将在表单上看到“验证”行，系统将确保属性与帐户余额一致后才能提交表单。
设置验证
要设置验证：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表单模板选项卡。
3. 选择一个模板。
4. 在编辑表单模板中，依次选择节和列选项卡。
5. 从合计验证 POV 列的下拉列表中，从可用多维数据集的列表中选择一个多维数据集。
6. 指定 POV：单击合计验证 POV 列中要进行验证的属性旁边的成员选择器。

注：
您只能选择叶级成员，而不能选择父代成员。
确保取消选择仅供查看。

使用表单
设置验证并部署表单后，帐户余额将显示在具有该 POV 的“验证”行。
 

 如果您尝试添加数据并提交表单，系统将执行检查，仅当属性值的合计等于帐户余额时才允许提交。例如，如果添加与办公用品有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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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添加 $100 的差旅费用，您将看到，属性值现在与帐户余额一致，表单成功提交。
 

 

在“补充数据分析”仪表板中查看数据
“补充数据分析”仪表板包含集合和子集合的详细信息，方便查看和筛选信息。您还可以选择列、对列排序以及保存列表。
要在“数据分析”仪表板中查看集合：
1. 在主页上，单击数据。
2. 从左侧，单击补充数据分析。
3. 从集合下拉列表中，选择集合/子集合以及要访问和分析数据的数据收集期间（频率维成员组合）。

例如：
集合名称：Debt Details

数据收集期间参数：年份：2020，期间：April，方案：Actual

4. 可选：单击添加筛选器，然后输入筛选值。可用筛选器取决于您选择的集合。
5. 可选：要进行更详细的筛选，请在添加筛选器中，单击高级，然后定义筛选条件并创建条件。

要定义条件或组：
a. 单击创建条件或创建条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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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连接词：选择与或者或。这些属性声明此条件或组如何与之前的同级条件或组关联。
c. 属性：属性是一个字段或值，条件将其与某个值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要将相应数据包含在筛选结果集中。属性不止是用户定义的属性列表。
d. 操作数：声明针对属性执行的计算类型。
e. 值：指定要与属性比较的值。属性类型将确定可用输入字段。
f. 要保存、清除或管理筛选器，请单击页面右侧的筛选器 (...) 按钮。

6. 从操作中选择选择列，以选择要显示其数据的列。
7. 可选：要从集合中导出数据，请从操作中，选择导出，然后选择导出到 Excel 或导出到

CSV。
8. 可选：从操作中，选择导入以将数据导入到集合中。

单击浏览来选择文件，选择替换或更新现有文件，选择日期格式，然后单击导入。
9. 可选：从列表中，选择可用的其他已保存列表。系统将显示您先前保存的筛选器和列。

在 Smart View 中使用补充数据
您可以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完成数据收集过程。安装适用于补充数据管理的
Smart View 扩展后，您可以使用 Smart View 中的“补充数据”菜单选项来管理数据收集过程并处理补充数据表单。
要安装该扩展，请参阅《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管理员入门》中的“下载和安装客户端”。
安装该扩展并创建连接后，您可以在 Smart View 中执行以下补充数据任务：
• 查看进行编制、审批和推送时需要操作的表单的工作列表
• 查看系统中您对其具有“查看”安全权限的集合的列表
• 对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收集的数据应用筛选器

您先前为补充数据创建的任何筛选器或列表在 Smart View 中都可用。
安全注意事项
• 无论在数据收集中指定了哪些法人实体，服务管理员都可以查看所有集合。
• “超级用户”和“用户”能够在工作流中依据他们对法人实体的访问角色查看他们有资格访问的所有集合。
• “用户”只能查看他们已获授权的表单。可用的选项（例如“保存数据”、“批准”或“驳回”）会根据安全角色而变化以匹配关联的角色。
连接到 Smart View

1. 从主页中，选择下载，下载适用于补充数据管理的 Smart View 扩展。
2. 在 Smart View 中，创建一个连接并输入 URL。
3. 在右侧面板中，从专用连接中选择您创建的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连接。
4. 在连接对话框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连接。
处理补充数据表单
1. 从专用连接列表中，选择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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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补充数据选项卡，然后单击刷新。
此时将显示工作列表和集合节点。

3. 在工作列表下，从表单列表中选择表单。
• 每个表单都是采用如下格式的父节点：<Form Name> - <Workflow Dimension:

Member 1>| <Workflow Dimension: Member 5>。
示例：Debt Details Form – New York

• 将光标悬停在表单上以查看采用如下格式的其他详细信息：<Form Name> -
<Workflow Dimension: Member 1>| <Workflow Dimension: Member 5>
(<Responsible role> - <Due Date>), <Frequency Dimension: Member 1>|
<Frequency Dimension: Member 4>。
示例：Loan Detail – Entity: LE101 | Account: Sales (Preparer – Jan 10, 2020),
Year: 2020 | Period: Jan | Scenario: Actual

a. 双击叶节点以查看表单标题或摘要部分。每个部分都是采用如下格式的叶节点：<Section name>。
示例：Loan Collection Data Entry

b. 单击标题部分以在 Excel 中查看详细信息部分。您可以查看或修改表单、回答问题以及输入注释。
详细信息部分或子集合显示在单独的工作表中。

4. 在集合下，从收集间隔列表中选择间隔。
每个叶节点都是先列出收集间隔，然后再列出集合与子集合。

注：
对于每个数据收集间隔，仅显示包含数据的集合。

5. 完成后，选择适用于表单的操作：
• 保存数据
• 提交数据
• 批准
• 驳回
• 推送数据

使用货币转换
在公司中，数据收集过程的相关方往往位于多个地理区域。数据编制者通常使用他们的本地货币编制数据，而提交的数据则需要使用总公司（例如总部）的本地货币进行分析。 终财务报表几乎总是使用总公司的货币生成。借助货币转换功能，您可以将货币属性从本地货币转换为“补充数据管理”中的父代货币。
货币转换采用以下过程：
• 系统将实体成员的基本货币（或默认货币）存储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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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的是多货币应用程序，则系统还会使用汇率多维数据集中帐户维的兑换率成员来存储汇率类型和汇率。汇率类型和汇率在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是只读数据。
选择实体成员的默认货币

您可以为实体维的每个成员选择默认货币。
要选择默认货币：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维选项卡。
3. 在维中，选择实体。
4. 从操作中，选择成员和属性。
5. 对于每个成员，在“货币”属性中选择一种货币。在“货币”下拉列表中，您只会看到在“系统设置”中启用的货币。

注：
如果不进行选择且已将某个属性的货币属性选为实体货币，则表单部署到该特定实体时将无法执行转换，因为没有可继承的货币。

为转换设置货币属性
要使用货币转换，您可以创建一个属性，以便以实体的本地货币表示金额（或币值）。在编辑属性对话框中，有一个名为货币的属性。如果为该属性选择实体货币值，则该特定属性将从表单模板所部署到的实体继承货币。您可以通过选择显示的其他货币来将其覆盖。
下面以一个 Employee Meal Expenses 集合为例进行演示，在此集合中，需要手动输入餐费数据值，这些值用世界各地的实体的本地货币表示。您可以选择是使用实体货币还是将其覆盖。
属性包括 "Employee ID"、"Employee Name"、"Meal Type"、"Amount" 和 "Amount in HQ
Currency"。我们的目标是收集 Amount 并将其转换为 Amount in HQ Currency（总部货币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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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输入值的本地货币转换为总部货币：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应用程序和补充数据。
2. 单击左侧的集合选项卡。
3. 依次选择集合、操作和编辑。

 

 

4. 在属性选项卡中，选择属性（例如 Amount，它是世界各地不同团队的餐费的输入值），然后依次单击操作和编辑。
5. 在货币中，选择实体货币意味着此属性（即 Amount）将继承表单所部署到的实体的货币，在此示例中是美元。
6. 计算属性 Amount in HQ Currency 的货币设置为 USD（美元）。
7. 在“计算”中，TRANSLATE 函数设置为使用 "Average" 兑换率类型将 "Amount" 中的值转换为 USD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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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设置完成后，您可以在部署的表单中查看转换结果。在此示例中，将一个表单模板部署到四个不同的实体，这些实体分别使用四种不同的货币。
 

 对于 India 的 Monthly Meal Expenses，当您输入金额后，转换的货币值在您保存后显示出来。请注意，转换得出的是总部货币值。
 

 

9. 也可以在“补充数据分析”中查看此内容。请注意 "Amount" 列中的货币符号以及 "Amount in
HQ Currency" 列中转换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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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管理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团队
团队定义并设置有所有者、接受者和批准者角色。管理团队时，不是在任务中向给定用户分配这些角色，而是向团队分配角色。管理员和超级用户可以添加、编辑和删除团队。

注：
单个用户可以直接或间接分配到 多 1,000 个团队。

相关主题：
• 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添加团队和成员
• 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导入和导出团队和成员
• 导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用户
• 编辑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团队和成员
• 从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删除团队和成员

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添加团队和成员
您可以专门为补充数据创建团队，例如为了处理补充数据表单。您随后可以确定哪些用户或团队可以申请表单，并且通过访问权限，您可以为工作流阶段分配团队。每个团队都分配有一个角色。默认情况下，创建的是用户角色。
添加团队时，您应该为用户 ID 和团队维护唯一的名称。请勿添加与用户 ID 同名的团队。
要为补充数据添加团队和成员：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访问控制。
2. 依次单击团队选项卡和  新建。
3. 为团队输入名称和说明。
4. 选择补充数据选项卡。
5. 选择用户。
6. 要添加成员：

a. 从成员部分中，单击  添加。
b. 输入部分或完整名字和姓氏，或者选择搜索以选择姓名。
c. 在搜索结果部分中，选择添加或全部添加以将所选项添加到选定列表。
d. 单击确定。

7. 在“定义团队”对话框中，选择主要用户以使该用户的任务默认为已申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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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随后其他团队成员可以申请任务。

8. 单击确定。
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导入和导出团队和成员

管理员和超级用户可以通过导出文件、进行更改后重新导入文件来对团队和成员执行批量更新，而不必单个单个地更新团队和成员。导出 teams.csv 文件时，它会提供一个报表，其中列出了所有团队及每个团队的成员。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改默认 .csv 文件的名称。
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 创建导出 .csv 文件。请参阅下文“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团队文件格式”中的格式。
• 编辑 teams.csv 文件时，您可以对现有团队执行批量编辑，也可以创建新团队。
• 将信息重新导入应用程序。
导出团队和成员
要执行团队和成员的批量导出：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访问控制。
2. 单击管理团队选项卡。
3. 选择团队。
4. 单击“导出文件”图标 

5. 单击保存以保存 teams.csv 文件。该文件列出了所有团队以及每个团队的成员。
导入团队和成员
导入团队时，系统将合并团队列表。例如，如果应用程序定义了团队 1、团队 2 和团队
3，而 CSV 文件定义了团队 2 和团队 4，则导入过程后，将更新团队 2 并将添加团队
4。
团队成员身份将由 CSV 文件的内容替换。例如，如果应用程序具有包含成员身份
UserA、UserB 和 UserC 的团队 1，而 CSV 文件具有成员身份 UserB 和 UserD，则导入过程后，团队 1 成员身份将包括 UserB 和 UserD。
要执行团队和成员的批量导入：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访问控制。
2. 单击管理团队选项卡。
3. 选择团队。
4. 单击导入 ，并完成以下信息：

• 在文件下，浏览找到导出的 .csv 文件。

第 43 章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导入和导出团队和成员

43-2



• 在导入类型下，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单击替换以替换导出 .csv 文件中的行。
– 单击全部替换以执行导入，具体情况如下：

* 如果团队同时存在于 UI 和 .csv 文件中，导入将覆盖以更新 UI 中的团队。
* 如果其他团队存在于 UI 中，但不存在于 .csv 文件中，将删除那些团队。
* 如果其他团队存在于 .csv 文件中，但不存在于 UI 中，将导入那些团队。

注意：
将删除导入文件中不包括的任何条目。

• 在文件分隔符下，选择逗号或制表符。默认值为逗号。
5. 单击导入。此时将运行导入，并提供有关导入进度的统计信息。
6. 导入完成时，在导入团队消息框中确认结果，然后单击确定。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团队文件格式
创建 .csv 文件以导入或导出团队时，该文件必须使用以下格式：
CSV 元素 必需 说明
#team 是 团队以及团队描述和角色的列表
#team_children 否 团队成员列表
角色 否 如果团队具有特定角色，允许的值为“是”和“否”。默认值为“否”。

允许的角色为管理员、超级用户、用户和查看者。
id 是 唯一标识团队或团队名称
Primary_user 否 允许的值为“是”和“否”。如果未指定列或值，则默认值为“否”。
下面显示了一个示例 CS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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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用户
管理员和超级用户可以将用户列表导出为 CSV 文件。您不能导入用户列表，但是用户信息（如用户登录名）可以帮助您创建团队导入文件。
要导出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用户的列表：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访问控制。
2. 单击管理用户。
3. 单击导出到 CSV。
4. 单击保存以保存 export.csv 文件。
名称 用户登录名 状态 团队 说明
AppUser1 app1 Available Team1, Team 2 User1
AppUser2 app2 Available Team1 User2
View User1 view1 Available Team3, Team4,

Team5
Viewer1

编辑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团队和成员
要编辑补充数据团队或成员：
1. 在主页上，单击工具，然后选择访问控制。
2. 单击团队选项卡
3. 选择一个团队，然后单击编辑 。
4. 编辑团队和成员，然后选择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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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中删除团队和成员
要删除补充数据团队或成员：
1. 在主页上，依次单击工具和访问控制。
2. 单击管理团队。
3. 要删除团队，请选择团队，单击 X，然后在出现确认提示时，单击是。
4. 要删除成员，请双击团队名称，然后在编辑团队对话框中，选择成员并单击 X（删除）。
5. 单击确定。

管理 Supplemental Data Manager 用户
在访问控制下，您可以使用任务管理器用户来访问有关系统中用户的信息。以下字段可用作“用户列表”上的列或筛选器。
您可以确定要显示的列，筛选列表，然后导出为 csv 或 Excel 格式。
要查看有关用户的详细信息，请双击用户名，随后将显示用户详细信息对话框。
• 名称 - 用户的全名。默认情况下，列和筛选器处于选中状态。
• 上次登录日期 - 用户上次登录的日期和时间。
• 时区 - 在各用户的用户首选项中设置的时区
• 组织 - 分配给用户的组织列表。
• 表单集成者 -（是/否）指示用户是否为任何补充数据表单的集成者。这包括使用“组”和“团队”进行的间接分配。
• 表单批准者 -（是/否）指示用户是否为任何补充数据表单的批准者。这包括使用“组”和“团队”进行的间接分配。
• 表单编制者 -（是/否）指示用户是否为任何补充数据表单的编制者。这包括使用“组”和“团队”进行的间接分配。
• 任务批准者 -（是/否）指示用户是否为任何任务管理器任务的批准者。这包括使用“组”和“团队”进行的后备分配和间接分配。
• 任务接受者 -（是/否）指示用户是否为任何任务管理器任务的接受者。这包括使用“组”和“团队”进行的后备分配和间接分配。
• 工作流角色 - 任务或表单中分配给用户的角色（任务接受者、表单批准者 1、任务查看者等）。
• 角色 - 分配给用户的 高外部角色。
• 电子邮件 - 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 组 - 用户所属组列表。
• 团队 - 用户所属的一组团队。默认情况下，列处于选中状态。
• 状态 - 用户状态（“可用”或“不可用”）。默认情况下，列和筛选器处于选中状态。
• 用户登录 - 用户 ID。默认情况下，列和筛选器处于选中状态。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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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用户单击清除设置会将以下内容恢复到为此用户设置的默认值：
• 在仪表板上选择的列和大多数“管理”对话框（例如，“管理属性”对话框）
• 仪表板中的排序
• 仪表板中应用的筛选器
• 仪表板上各种开关和控件的状态
• 导入对话框的默认日期格式

管理后备分配
仅当主要用户是指定的用户而不是团队或组时，才能为接受者和批准者角色分配后备。
• 接受者：适用于基本任务（不是自动任务）
• 批准者：适用于基本任务和自动任务

注：
管理员不能作为分配模板、调度和任务的所有者的后备。

要为任务分配后备：
1. 打开您要为其分配后备的任务。
2. 选择工作流选项卡，然后同时选择接受者和后备用户。
3. 单击保存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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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务管理器中请求重新分配
只能由明确分配了主要工作流角色（作为指定用户）的用户发出重新分配请求。重新分配请求不能由后备角色提交，也不能由分配了主要角色的团队/组的成员提交。
通过提交重新分配任务的请求，接受者和批准者可以对一个或多个任务的接受者或批准者分配提出异议。
从“任务操作”对话框中，工作流用户（接受者和批准者）可以请求重新分配他们在选定任务或选定任务和将来任务中的工作流角色。这些请求需要审批。管理员和调度/模板所有者仍可使用“编辑任务”对话框重新分配任务而不需要审批。
要请求重新分配任务：
1. 在主页上，单击任务。
2. 选择左侧的调度任务选项卡。
3. 从操作中，选择请求重新分配。
4. 如果您知道重新分配的用户，请启用  至用户，然后输入或搜索姓名。

注：
如果您不知道新用户，请提交请求，但不指定用户的名称。

5. 通过选择以下选项重新分配任务：
• 选定任务 - 仅重新分配调度任务
• 选定任务和将来任务 - 重新分配调度任务和源模板中的相应任务

6. 输入重新分配的理由。
7.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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