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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指导系统管理员管理报表集成平台。 

1.2. 预期读者 

系统管理员 

2. 管理平台登录 

Moia Visual发布后（默认发布路径为rsp），系统管理员可通过以下URL地

址进入管理平台： 

http://[ip]:[port]/rsp/admin 

http://[ip]:[port]/rsp (登录时需要选择管理员选项) 

系统初始系统管理员用户admin，可通过用户管理创建其他系统管理员用户，

但admin不能删除。 

2.1. 管理平台登录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URL地址(http://[ip]:[port]/rsp/admin)，

进入管理平台的登录页面，输入系统管理员帐号（admin）和密码后点击“登录”，

可跳转进入系统管理的操作界面。 

 

http://[ip]:[port]/rsp/admin
http://[ip]:[port]/r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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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用户登录界面 

 提示：所有用户账号和密码都是大小写敏感，在登录时请注意大小写。 

2.2. 管理平台主界面 

进入管理平台后，将显示如下图所示操作主界面： 

 

图2： 首页界面 

主界面划分为如下部分： 

 A：用户状态区 

 B：菜单区 

 C：操作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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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平台的功能包括系统管理、资源管理、运维管理功能和公共功能。 

2.3. 公共功能 

2.3.1. 个人资料 

修改当前登录用户的个人资料信息。 

 

 

图3： 修改个人资料界面 

2.3.2. 更改密码 

如果您是第一次登录管理平台，为保证系统安全，建议登录后立刻修改管理

员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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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修改登录密码界面 

 提示：初始数据用户账号和密码相同，登录后请及时更改。 

2.3.3. 帮助下载 

提供对平台操作手册或其他给用户下载的帮助类文档的下载功能。 

注：系统管理员可通过设置“公共代码”来设置帮助文档的存储路径。并将

文档复制到这个路径下，用户就可以下载到这个文档了。 

 

 

图5： 帮助下载界面 

2.3.4. 操作记录 

提供对当前登录用户进行的平台操作记录的查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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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操作记录查询界面 

2.3.5. 退出登录 

点击如下图所示图标，退出系统回到登录界面。 

 

3. 系统管理 

3.1. 用户管理 

用户即平台的管理员和操作员。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 “用户管理”，

就可进入用户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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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用户管理界面 

3.1.1. 查询用户 

 

3.1.2. 新增用户 

点击“新增”。 

 

 

图8： 新增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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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登录名：必须唯一。 

用户类型： 

系统管理员：系统级参数设置和管理功能。 

应用管理员：管理某个或多个业务系统的管理员。业务系统中发布报表

及配置权限功能。 

分支应用管理员：比“应用管理员”权限小的业务系统的管理员。能使

用的权限受管理员自身权限的限制。 

业务用户：业务部门操作员。 

3.1.3. 修改用户 

在用户列表中选择一个用户，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改按钮，或者双击需要修改

的用户记录行，就进入用户的修改界面。 

 

 

图9： 修改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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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删除用户 

在用户列表中选择一个用户，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系统会让您确认是

否删除。 

3.1.5. 管理角色 

设置用户的管理平台角色，一个用户可以有多个角色。 

在用户列表中选择一个用户，点击工具栏中的管理角色按钮，就进入用户的

管理角色设置界面。 

 

图10： 设置用户管理角色 

3.1.6. 重置密码 

重置密码功能：当操作员忘记密码时，通知管理员，管理员通过重置密码功

能，将操作员的密码重置（重置的密与操作员登录名相同）。 

在用户列表中选择一个用户，点击工具栏中的重置密码按钮，系统会让您确

认是否重置。 

3.1.7. 批量导入 

批量导入用户功能。当平台上线时，需要初始化平台所有的用户信息，这时

可通过批量导入功能，一次批量的导入所有用户。 

在工具栏上直接点击批量导入按钮，会弹出导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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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批量导入用户 

  提示 

模板下载：提供导入模板的下载。导入前必须按照模版的格式填写。 

导入文件：选择填好内容的导入模板。 

导入后的用户类型全部是“业务用户”，如有管理员用户则需要在操作界

面中修改。 

3.2. 管理角色 

Moia Visual中分两种角色：管理角色与业务角色。管理角色主要用于控制

管理平台中用户的操作权限。业务角色主要用于业务平台中用户的操作和资源

（报表、查询等）权限。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 “系统角色”，

就可进入系统角色界面，如下图所示： 



 Moia Visual-V5.0.0-系统管理员手册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 10 

- 

 

图12： 系统角色界面 

 提示 

平台默认初始了 3个管理角色，非特殊情况请不要删除和修改。 

3.2.1. 查询管理角色 

 

3.2.2. 新增管理角色 

在“管理角色”界面中，点击“新增”按钮，将进入“角色维护”界面，如

下图所示： 

 

 

图13： 新增管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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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角色名称：必须唯一。 

3.2.3. 修改管理角色 

在角色列表中选择一个角色，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改按钮，或者双击需要修改的

角色记录行，就进入角色的修改界面。 

 

 

图14： 修改管理角色界面 

3.2.4. 删除管理角色 

在角色列表中选择一个角色，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系统会让您确认是

否删除。 

3.3. 菜单管理 

Moia Visual中分两种菜单：管理菜单与业务菜单。管理菜单主要用于管理

平台中管理功能的入口。业务菜单主要用于业务平台中业务功能的入口。管理菜

单功能只有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 “菜单管理”，

就可进入菜单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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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菜单管理界面 

3.3.1. 查询管理菜单 

菜单以树型展现，可分级浏览菜单信息。 

 

图16： 查询管理菜单 



 Moia Visual-V5.0.0-系统管理员手册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 13 

- 

3.3.2. 新增管理菜单 

在“菜单管理”界面中，点击“新增”按钮，将进入“菜单维护”界面，如

下图所示： 

 

 

图17： 新增菜单 

 提示 

菜单类型：菜单、按钮。 

菜单 URL：菜单功能入口地址。 

菜单 actions：设置用户可以使用的功能 action。（主要由开发人员设定。

系统菜单默认已经全部初始化，不需要再进行维护，除非有客户化开发功能

时才需要新增菜单，此时新增的菜单需要由开发人员提供以上信息） 

3.3.3. 修改管理菜单 

在菜单树中选择一个菜单，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改按钮，或者双击需要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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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记录行，就进入菜单的修改界面。 

3.3.4. 删除管理菜单 

在菜单树中选择一个菜单，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系统会让您确认是否

删除。 

3.4. 机构管理 

Moia Visual中机构主要用于控制业务用户的数据权限，业务用户在访问数

据时，只能查看自身所在机构和其下属的机构的数据。还用于控制分支应用管理

员可以创建的用户的机构属性。机构管理只有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 

由于机构的变更可能会比较频繁，而在界面上由人工进行维护除了比较浪费

人力外，实效性也比较差，所以机构数据通常在每天数据处理(ETL)时，自动更

新。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 “机构管理”，

就可进入机构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18： 机构管理界面 

3.4.1. 查询机构 

机构以树型展现，可分级浏览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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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机构查询界面 

3.4.2. 新增机构 

在“机构管理”界面中，点击“新增”按钮，将进入“机构维护”界面，如

下图所示： 

 

图20： 新增机构 

 提示 

机构代码：必须唯一。 

机构类型：Moia Visual 中使用“默认机构层级”作为用户的机构。机构层

级 A-E为用户机构的扩展，可以在参数中以宏变量的方式使用，具体请参考

《MoiaVisual-V4.0-参数管理-V1.0.0》。 

3.4.3. 修改机构 

在机构树中选择一个机构，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改按钮，或者双击需要修改的

机构记录行，就进入机构的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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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删除机构 

在机构树中选择一个机构，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系统会让您确认是否

删除。 

 提示 

机构下存在用户时，平台是不允许删除的。 

3.5. 帮助管理 

系统管理员可通过设置“公共代码”来设置帮助文档的存储路径。并将文档

复制到这个路径下，用户就可以下载到这个文档了。 

具体可参考《Moia Visual-V4.1-公共代码列表.xlsx》 

3.6. 业务系统 

Moia Visual中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创建多个业务系统，每个业务系统中的业

务菜单、业务角色和业务权限、业务报表等都是独立的。业务系统的管理员分两

个级别，分别是应用管理员与分支应用管理员。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 “业务系统”，

就可进入业务系统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21： 业务系统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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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查询业务系统 

 

3.6.2. 新增业务系统 

在“业务系统”界面中，点击“新增”按钮，将进入“系统维护”界面，如

下图所示： 

 

图22： 新增业务系统 

 提示 

系统标识：必须唯一。若业务系统集成 cognos，必须与 Cognos Moia Visual

认证中的 Namespace的 ID相同。 

系统类型： 

Moia Visual 本地-默认选项，创建本地业务系统。 

Moia Visual 远程-非本地 Moia Visual 程序包，是另一套 Moia Visual 的

部署副本。 

其他远程-非 Moia Visual 程序包，由其他项目或公司开发的系统。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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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集成登录时请选择此选项。 

3.6.3. 修改业务系统 

在系统列表中选择一个系统，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改按钮，或者双击需要修改的

系统记录行，就进入系统的修改界面。 

3.6.4. 删除业务系统 

在系统列表中选择一个系统，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系统会让您确认是

否删除。 

3.6.5. 分配管理员 

业务系统必须配有至少一个应用管理员，这样才可以进行管理（创建业务角

色、发布报表、分配权限等）工作。 

在系统列表中选择一个系统，点击工具栏中的管理员按钮，，就进入系统的

管理员设置界面。 

 

图23： 业务系统管理员 

 提示 

在输入框中输入管理员的登录名，然后点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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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公共代码 

Moia Visual中的公共代码相当于“开关”的作用。具体清单如下： 

manage.home.auth    驾驶舱主页权限控制级别(PAGE/TAB)  

rsp.desc.center.title  homeDesktop.jsp页面中center处的titile 

rsp.desc.center.url  homeDesktop.jsp页中center处的链接的实际网页  

rsp.desktop.page  管理平台首页  

rsp.mail.temp.path 邮件模板存储路径  

rsp.rpt.html.path 报表业务说明HTML文件存储路径  

run.login.logo.text 业务端登录页面文字logo  

sys.left.width 左侧功能或实体树宽度  

system.browser.title 浏览器标题文字  

system.cache.flag 是否启用日志记录缓存(TRUE-是,FALSE-否)  

system.chart.type 图表展现类型(FUSIONCHART/ECHART)  

system.copyRight 版权提示文字  

system.datePatter 系统默认日期格式  

system.helpfile 帮助文档存放目录  

system.page.size 最大分页大小(当不指定分页大小时生效)  

system.show.main.page.name 是否显示首页名称图片(true-是,false-否)  

system.style.lise 样式列表选择列表  

system.style.path 样式上下文路径  

system.sysLogo logo路径(产品发布使用,必须存在对应的style)  

system.tab.maxnum 最大打开TAB页个数 

具体可参考《Moia Visual-公共代码列表-V5.0.0.xlsx》 

 

4. 资源管理 

4.1. 数据源管理 

Moia Visual中数据源主要用于查询条件数据的获取，数据补录，驾驶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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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a Visual数据源使用JDBC的连接方式，所以只要数据库支持JDBC连接，那么

Moia Visual也支持，但是Moia Visual中对于DB2和ORACLE支持的最好，对于其

他数据源，则在部分功能中有可能会出现异常，如需要进行连接请联系相关人员

进行客户化开发与测试。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 “数据源管理”，

就可进入数据源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24： 数据源管理 

4.1.1. 查询数据源 

 

4.1.2. 新增数据源 

在“数据源管理”界面中，点击“新增”按钮，将进入数据源维护界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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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新增数据源 

 提示 

英文名称：必须唯一。 

连接池类型： 

不使用连接池—每次使用时都创建一个 JDBC 连接，使用后销毁。 

使用时创建—当使用数据源时创建连接池，并用于后面的使用。 

初始化加载—当启动 Moia Visual 服务时自动创建连接池。 

输入完相关信息，点“测试连接”按钮，可测试当前的配置是否可进行连接； 

4.1.3. 修改数据源 

在数据源列表中选择一个数据源，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改按钮，或者双击需要

修改的数据源记录行，就进入数据源的修改界面。 

4.1.4. 删除数据源 

在数据源列表中选择一个数据源，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系统会让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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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是否删除。 

 提示 

如果数据源被其他资源使用，删除则需要非常小心。 

4.2. 报表服务器管理 

Moia Visual中支持多种报表工具： IBM Cognos、SmartBI、FineBI、

FineReport、UReport2、电子报表等。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 “报表服务器”，

就可进入报表服务器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26： 报表服务器管理 

4.2.1. 查询报表服务器 

 

4.2.2. 新增报表服务器 

在“报表服务器”界面中，点击“新增”按钮，将进入报表服务器维护界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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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新增报表服务器 

 提示 

服务器标识：必须唯一。 

服务器版本：必输项，cognos报表服务器必须准确填写。 

其他属性：每种报表服务器需要填写的内容不同，尽量将所列属性填全。 

输入完相关信息，点“测试连接”按钮，可测试当前的配置是否可进行连接； 

4.2.3. 修改报表服务器 

在报表服务器列表中选择一个报表服务器，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改按钮，或者

双击需要修改的报表服务器记录行，就进入报表服务器的修改界面。 

4.2.4. 删除报表服务器 

在报表服务器列表中选择一个报表服务器，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系统

会让您确认是否删除。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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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报表服务器下存在已发布的报表，删除则需要非常小心。 

4.3. 邮件服务器管理 

Moia Visual中支持邮件工具。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 “邮件服务器”，

就可进入报表服务器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28： 邮件服务器管理 

4.3.1. 查询邮件服务器 

 

输入邮件服务器名称，点击“搜索”。 

若想查看全部邮件服务器，点击“显示全部”即可。 

4.3.2. 新增邮件服务器 

在“邮件服务器”界面中，点击“新增”按钮，将进入报表服务器维护界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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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新增邮件服务器 

4.3.3. 修改邮件服务器 

在邮件服务器列表中选择一个邮件服务器，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改按钮，或者

双击需要修改的邮件服务器记录行，就进入邮件服务器的修改界面。 

4.3.4. 删除邮件服务器 

在邮件服务器列表中选择一个邮件服务器，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系统

会让您确认是否删除。 

5. 运维管理 

5.1. 在线用户监控 

管理平台可以监控每个应用系统(包括管理平台自身)登录人员的情况。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运维管理” “运维管理” “在线用户监控”，

就可进入在线用户监控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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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在线用户监控 

5.1.1. 在线用户列表 

点击每个系统后面的“在线人数”数字，将弹出在线用户列表： 

 

 

图31： 在线用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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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日志管理 

系统日志提供服务器端的日志文件下载功能。管理员设置日志文件所在路

径，通过路径来访问文件。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运维管理” “运维管理” “系统日志”，

就可进入系统日志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32： 系统日志管理 

5.2.1. 新增系统日志 

在“系统日志管理”界面中，点击“新增”按钮，右边将加载新的系统日志

路径界面，输入相关字段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33： 新增系统日志 

5.2.2. 修改系统日志 

在系统日志树上选择一个系统日志路径，就进入系统日志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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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删除系统日志 

在系统日志树上选择一个系统日志路径，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系统会

让您确认是否删除。 

5.2.4. 系统日志下载 

下载选择：批量下载选择的日志文件。 

向上：进入子目录后，可以通过向上操作返回上一级目录。 

下载：单个日志文件的下载。 

 

图34： 系统日志下载 

5.3. 操作日志管理 

操作日志记录了管理员在管理平台中的操作内容和操作员在业务平台中的

操作内容。通过操作日志可以追溯新增、修改、删除等操作，也可以统计操作员

浏览报表的情况。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运维管理” “运维管理” “操作日志”，

就可进入操作日志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Moia Visual-V5.0.0-系统管理员手册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 29 

- 

 

图35： 操作日志管理 

5.3.1. 查询操作日志 

 

图36： 查询操作日志 

5.3.2. 删除操作日志 

 

图37： 删除操作日志 

5.4. 公告类型管理 

公告类型在所有的业务系统中是相同的即所有业务系统中看到的公告类型

列表是一样的。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运维管理” “运维管理” “公告类型”，

就可进入公告类型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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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公告类型管理 

5.4.1. 查询公告类型 

 

5.4.2. 新增公告类型 

在“公告类型管理”界面中，点击“新增”按钮，将进入公告类型维护界面，

其中分别输入相关字段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39： 新增公告类型 

5.4.3. 修改公告类型 

在公告类型列表中选择一个公告类型，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改按钮，或者双击

需要修改的公告类型记录行，就进入公告类型的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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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删除公告类型 

在公告类型列表中选择一个公告类型，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系统会让

您确认是否删除。 

5.5. 公告管理 

系统管理员发布的公告，在管理平台和运行平台中的所有系统中都可以看

到，发布时需要选择发布到哪个平台。 

在登录后的主界面上点击“运维管理” “运维管理” “公告管理”，

就可进入公告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40： 公告管理 

5.5.1. 查询公告 

 

5.5.2. 新增公告 

在“公告管理”界面中，点击“新增”按钮，将进入公告维护界面，其中分

别输入相关字段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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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新增公告 

5.5.3. 修改公告 

在公告列表中选择一个公告，点击工具栏中的修改按钮，或者双击需要修改

的公告记录行，就进入公告的修改界面。 

5.5.4. 删除公告 

在公告列表中选择一个公告，点击工具栏中的删除按钮，系统会让您确认是

否删除。 

6. 系统集成 

6.1. 系统集成URL地址 

为方便其它系统集成MoiaVisual4.1.0，特此提供系统集成URL。可通过以下

URL地址集成MoiaVisual中的公共报表或者驾驶舱： 

http://[ip]:[port]/rsp/public/reportLink.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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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系统集成URL参数 

URL中包含一下参数： 

userName 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非必填，若传递需要 MD5加密 

key 标识，目前写死：r028c8815e33b6a4p01538o5df7r97004t6 

id 报表或者驾驶舱 ID 

callBackURL 异常返回页面链接，非必填，传递时需要填写完整链接，可在异

常返回页面解析异常信息：errorMsg 

正确传递参数即可访问 MoiaVisual中的公共报表或者驾驶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