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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门户介绍

制作门户，企业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制作门户首页。产品提供三种门户组件：网格组件，标签组件，堆

栈组件，以及门户样式，通过对门户组件和门户样式的编辑来展示自己的门户首页，从而更方便地使用

产品。

本章主要介绍如何创建门户组件，门户样式，以及如何编辑和使用门户组件和门户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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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门户

打开制作门户

1. 点击 Yonghong Z-Suite 产品的启动快捷方式。

2. 打开浏览器， 然后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hostname:8080/bi/Viewer, 登录到客户端。这里的 hostname

是你的机器名，如果是本机访问，可以用 localhost。 8080 是默认端口号，如果在安装产品时修改了默

认的端口号，请采用正确的端口号。

3. 通过用户 user1 登录， user1 无门户样式的权限，则直接进入产品首页，如图所示：

4. 通过用户 admin 登录， admin 有门户样式的权限，并且配置门户首页，进入门户首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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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门户首页导航栏上的 “ 首页 ” 进入首页界面。点击左侧导航栏上的头像，选择制作门户，即进入

制作门户界面。

点击 “ 门户首页 ” 按钮再回到门户首页展示界面。

对于 IE 系列的浏览器，配置门户首页时， IE11 既支持显示门户首页，也支持制作门户，而 IE8， IE9，

IE10 和 IE11 的兼容性模式只支持显示门户首页，不支持制作门户，在打开制作门户时会进行提示，如

下图所示：

6. 在制作门户界面，可以根据需求点击界面上的门户组件图标来创建不同的门户组件。

7. 也可以通过工具栏上的 “ 新建 ” 按钮来创建不同的组件或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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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编辑界面
门户编辑界面由四部分组成：一般工具栏，资源列表，格式工具栏，内容展示区。

一般工具栏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可以用来创建组件和样式。

【保存】当用户保存新建的组件或样式时，会弹出保存对话框，用户可设定保存路径以及组件或样式的

名称。当用户打开已经存在的组件或样式后，对该组件或样式进行修改，可点击保存按钮直接保存。

【另存为】另保存已打开的组件或样式。

【预览】预览只支持样式的预览。可以在新的样式里预览当前样式，预览里不支持预览样式的保存。

格式工具栏

格式工具栏用来设置组件或样式上内容的标题，调整标题的样式使其更加美观。

实现对标题的字体，大小，样式的设置。

调整字体对齐方式的设置。

设置标题的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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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标题的前景色。

资源列表

资源列表下有三个根目录文件夹：仪表盘，门户组件，门户样式。用户通过右键操作对资源列表进行

管理，用户可以新建文件夹，重命名，复制 / 粘贴，移除资源等。但是不能对已经打开的组件或样式

进行重命名、移除操作。不同文件夹目录下支持重名，但同一个文件夹目录下不允许重名。文件夹内可

以嵌套文件夹。

1. 仪表盘文件夹显示制作报告模块除了 “ 我的仪表盘 ” 文件夹下的所有创建的仪表盘。

1）右键菜单

在仪表盘根目录，文件夹和仪表盘上右键只有刷新操作，如图所示：

在仪表盘文件夹下的资源上悬停，文件夹或仪表盘后会出现一个菜单图标，点击此图标，会出现右键菜

单，如图所示：

2）预览仪表盘

当鼠标悬停在仪表盘文件夹下的某个仪表盘上时，在仪表盘右侧会显示 “ 预览仪表盘 ” 的按钮，如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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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鼠标移动到 “ 预览仪表盘 ” 按钮时，显示提示信息：预览仪表盘，如下图所示：

点击 “ 预览仪表盘 ” 按钮，可以预览仪表盘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双击仪表盘的方式来预览，预览如

图所示：

2. 门户组件和门户样式根目录文件夹下显示所有创建的门户组件和门户样式。

1）在根目录上右键操作只有刷新和新建文件夹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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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根目录下的文件夹上右键操作，如图所示：

3）在门户组件或样式上的右键操作，如图所示：

4）在门户组件或门户样式中的文件夹，门户组件，或门户样式上悬停鼠标，会出现菜单图标，单击图

标，也会显示相应的右键菜单。

5）根目录下的资源可以进行拖拽移动位置，将门户组件 “a1” 拖拽到文件夹 “Test1” 里，如图所示：

6）在资源列表上支持 Ctrl 和 Shift 的多选功能。

【打开】用户在资源列表区域右键选择打开门户组件和门户样式。

【重命名】对已存在的门户组件，门户样式或文件夹进行重命名。用户首先选中需要重命名的组件，样式

或文件夹，然后右键选择重命名选项即可。

【新建文件夹】用户在资源列表区域右键选择新建文件夹选项来创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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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 粘贴】对已存在的门户组件，门户样式或文件夹进行复制。重名时，名字后面自动加后缀 “_ 副

本 ”。当用户复制文件夹，在此文件夹下面的资源也一并被复制。

【移除】移除列表中用户不需要的门户组件，门户样式或文件夹。当用户移除文件夹后，在此文件夹中的

资源也将一并被移除。

【刷新】刷新资源列表上的资源。

内容展示区

可拖拽仪表盘，门户组件，网页到内容展示区来展示门户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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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组件

网格组件

创建网格组件

本产品支持两种方法来创建网格组件。

1. 点击门户首页的网格组件图标。

2. 在新建按钮的下拉选项中选择网格组件。

绑定数据

可以拖拽仪表盘，门户组件，网页到网格组件的网格内。从左侧的仪表盘 / 行业案例 / 门户案例文件夹

中拖拽销售情况到网格组件内，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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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组件单元格默认显示为 2 行 2 列，网格组件上显示如图所示：

右键菜单

通过右键菜单操作对网格组件进行编辑，右键菜单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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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隐藏标题

隐藏仪表盘或门户组件的标题，或网页的网址。隐藏仪表盘销售情况的标题，如图所示：

2. 固定 / 悬浮工具栏

固定 / 悬浮工具栏属性只在门户组件内绑定仪表盘时显示。默认为悬浮状态。固定工具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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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适应类型这个属性只在门户组件内绑定仪表盘时显示。这个属性控制仪表盘在组件单元格内的自适

应类型。默认显示为自动，自适应类型如图所示：

选择自适应类型为不自适应，仪表盘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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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移动单元格

用来调整单元格的位置。将绑定仪表盘销售情况的单元格下移，如图所示：

网格组件上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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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添加行 / 列，删除行 / 列

用来添加或删除网格组件内的单元格。在选定的单元格上右键选择添加 / 删除单元格的行 / 列。

在绑定仪表盘的单元格下方添加一行，如图所示：

网格组件上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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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组件上右侧的这一列单元格，如图所示：

网格组件上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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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属性

设置整个组件的背景色和填充距离。填充距离为仪表盘，门户组件，网页距离单元格上下左右边框

的距离。

设置背景色为蓝色，单元格填充距离都为 10px，如图所示：

网格组件上显示如图所示：
制作门户介绍 17



7. 清空

清空单元格里绑定的数据。选择绑定数据的单元格，右键点击清空，如图所示：

标签组件

创建标签组件

本产品支持两种方法来创建标签组件。

1. 点击门户首页的标签组件图标。
制作门户介绍 18



2. 在新建按钮的下拉选项中选择标签组件。

绑定数据

可以拖拽仪表盘，门户组件，网页到标签组件内。从左侧的门户组件文件夹下拖拽门户组件 Grid1-1 到

标签组件内，如图所示：

门户组件在标签组件上的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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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区右键菜单
通过右键菜单操作对标签组件进行编辑。右键菜单如图所示：

1. 隐藏标题

隐藏仪表盘或门户组件的标题，或网页的网址。隐藏组件的标题 Grid1-1，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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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空

清空当前选项的数据。如图所示：

标签属性
1. 增加 / 删除选项

点击选项后的 “+” 图标，可以增加选项。悬浮在标签上的 “X” 图标可以删除当前选项。如图所示：

当选项太多时，通过 “<”， “>” 来进行选择。如图所示：

2. 右键菜单

通过右键菜单操作对标签组件的标签进行编辑。组件有多个选项时，标签菜单如图所示：

1) 向前 / 向后移动

在选项 2 上右键，点击向前移动，即选项 1 和选项 2 交换位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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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选项 2 向后移动，即选项 2 和选项 3 交换位置。

2) 标签样式

标签样式可以设置选中标签与未选中标签的字体，颜色。标签样式对话框如图所示：

设置标签的字体和颜色后，标签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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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栈组件

创建堆栈组件

本产品支持两种方法来创建堆栈组件。

1. 点击门户首页的堆栈组件图标。

2. 在新建按钮的下拉选项中选择堆栈组件。

绑定数据

可以拖拽仪表盘，门户组件，网页到堆栈组件内。从上方的工具栏里拖拽网页图标到堆栈组件内，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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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网页对话框，在输入框里输入网址 www.yonghongtech.com，如图所示：

堆栈组件上网址的显示如图所示：

数据区右键菜单
通过右键菜单操作对堆栈组件进行编辑。右键菜单如图所示：

1. 隐藏标题

隐藏仪表盘或门户组件的标题，或网页的网址。隐藏网页的网址，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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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网址

用来修改网址。弹出网页对话框，如图所示：

3. 清空

清空绑定的数据。如图所示：

标签属性
1. 增加 / 删除选项

点击选项后的 “+” 图标，可以增加选项。悬浮在标签上的 “X” 图标可以删除当前选项。如图所示：

堆栈组件界面上 多支持显示 15 个选项，选项更多时，通过堆栈样式 “<”， “>” 来进行选择。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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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前 / 向后移动

在选项数字上右键，可以选择向前 / 向后移动。如图所示：

在选项 2 上右键，点击向前移动，即选项 1 和选项 2 的内容交换，选项 1 的网址交换到选项 2 里，

但是选项顺序依然升序排列。如图所示：

若选项 2 向后移动，即选项 2 和选项 3 交换数据。

3. 堆栈样式

在堆栈样式上右键可以设置堆栈样式。如图所示：

点击堆栈样式后弹出堆栈样式对话框，可选择堆栈图标的样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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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第 2 种样式，显示如图所示：

堆栈组件显示
为了是门户首页外观更加美观，使用更加方便，将堆栈组件在门户组件和门户样式的显示做了处

理。堆栈组件在标签组件里的显示，如图所示：

堆栈样式显示在中间，而选项的圆点显示在下方，可以通过点击堆栈样式和下方的圆点来切换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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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样式

创建门户样式

本产品支持一种方式来创建门户样式。在新建按钮的下拉选项中选择门户样式，如图所示：

门户样式分为三个部分：导航栏，侧边栏，数据区，如图所示：

配置导航栏

在导航栏上右键，点击菜单上的 “ 导航栏配置 ”，如图所示：

进入导航栏配置的对话框，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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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定制
1.LOGO

将 LOGO 从左边的框里拖到右边的框里，或双击 LOGO 进入编辑 LOGO 的对话框。在图片列表选

择图片，也可以通过 “ 导入图片 ” 导入不在列表的图片。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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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题

将标题从左边的框里拖到右边的框里，或双击标题进入编辑标题的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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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输入相应的标题。

【前景色】设置标题的颜色。

【标题样式】设置标题的字体，样式，大小，下划线或删除线。

3. 操作模块

添加数据源，创建数据集，制作报告，查看报告，调度任务，管理系统这些操作，可从左边的框里

拖到右边的框里，或双击进行配置。

4. 网页

将网页从左边的框里拖到右边的框里，或双击网页进入编辑网页的对话框。在网址栏输入网址，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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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内容框中允许配置多个网页，网页标签以数字后缀来区分。配置多个网页，如图所示：

5. 仪表盘和门户组件

打开仪表盘或门户组件文件夹的下拉三角，可以将仪表盘或门户组件从左边的框里拖到右边的框

里，或双击仪表盘或门户组件来进行配置。

在配置对话框中，仪表盘文件夹下的仪表盘也支持预览，当鼠标悬停在仪表盘文件夹下的某个仪表盘

上时，在仪表盘右侧会显示 “ 预览仪表盘 ” 的按钮，当鼠标移动到 “ 预览仪表盘 ” 按钮时，显示提示

信息：预览仪表盘，如图所示：

点击按钮，可以预览仪表盘内容。

6. 上移 / 下移，编辑，删除

在导航栏配置的对话框里可以通过按钮对配置的项进行调整。如图所示：

【上移 / 下移】调整配置项的先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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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对配置的项再次进行编辑。只支持编辑 LOGO，标题，网页。

【删除】在配置栏中删除配置的项。

根据上述方式配置导航栏，配置如图所示：

在配置对话框的展示框中，可以双击配置内容的标签进行修改；

将鼠标悬停在内容上，会显示提示信息；

在主页列上设置门户样式的主页，主页即为默认展示在数据区的内容。只有仪表盘，门户组件和网

页可以配置为主页。

修改 “ 网页 ” 的标签为 “ 永洪科技 ”，设置仪表盘 “ 世界分布 ” 为主页，将鼠标悬停在 “ 世界分布 ”

的内容上，出现提示信息：路径信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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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导航栏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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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网页
点击网页后，弹出编辑网址的对话框，在网址栏输入网址，如图所示：

确定后，展示框上方的按钮只有 “ 编辑 ” 按钮可用，其他都不可用。点击编辑，再次进入编辑网址

的对话框，可以更换网址。

导航栏上显示如图所示：

配置网页也可以将格式工具栏上的 “ 网页 ” 图标拖拽到导航栏上，在编辑网址的对话框里进行配

置。

此时，在导航栏上右键菜单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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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可以编辑导航栏的颜色，高度，可见性。如图所示：

【顶部可见】 2 个选项：显示和隐藏。控制门户样式预览时导航栏是否可见。

【高】调整导航栏的高度。

【前景色】导航栏的前景色：白色，黑色，默认为白色。

【背景类型】导航栏设置背景的类型：单色，双色，图片。

【颜色】设置背景色。

【类型】设置背景色的渐变类型。

设置导航栏的样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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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栏上显示如图所示：

配置侧边栏

在侧边栏上右键，点击菜单上的 “ 侧边栏配置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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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侧边栏配置的对话框，对话框如图所示：

内容
侧边栏可配置内容与导航栏一样。配置方式同导航栏上相应选项的配置。

当导航栏已经选择主页时，继续在侧边栏选择主页时会弹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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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确定将会替换导航栏配置的主页，取消即不替换。

在侧边栏配置内容，如图所示：

门户样式上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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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样式的侧边栏允许配置多个资源，当侧边栏显示不下时，会出现纵向滚动条。如图所示：
制作门户介绍 40



样式
可以编辑侧边栏的颜色，宽度，分割线。如图所示：

【侧边栏宽】调整侧边栏的宽度。

【分割线】配置的内容之间的分割线。

定制背景设置同导航栏的定制背景设置。

设置侧边栏的样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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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边栏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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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区
数据区内容不仅仅可以通过导航栏和侧边栏配置，也可以从左侧资源列表上拖拽仪表盘或门户组件

到数据区。

如果导航栏或侧边栏已配置主页，拖拽后会替换已配置的主页。如果导航栏或侧边栏未配置主页，

拖拽后将会作为主页添加在导航栏配置的内容后。

样式预览
配置完导航栏和侧边栏后，样式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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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具栏上的预览图标，在预览中显示，如图所示：

在样式预览中，点击导航栏上配置的操作，则会切换到相应的模块。若模块存在，则会闪动，若不

存在，则打开这个模块。

点击配置的仪表盘，门户组件或网页，数据区则会切换显示为相应的内容。

点击首页，切换到首页。若首页存在，则会闪动，若不存在，则打开首页。

点击退出，退出当前用户的登录。

点击收起右上角的小三角图标，则导航栏隐藏，再次点击，则打开导航栏。

布局
在门户样式的工具栏上点击 “ 布局 ” 的下拉三角，可以选择门户样式的布局方式，布局方式分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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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上下布局和综合布局，如图所示：

默认布局方式为综合布局，如图所示：

选择上下布局，门户样式显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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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过滤
共享过滤，在同一个门户组件里，绑定相同数据源的不同的仪表盘上，不同过滤组件或参数组件对

同一门户组件上仪表盘的组件都有过滤作用。

共享过滤是仪表盘上的属性，在仪表盘空白处点击右键。如图所示：

进入共享过滤的编辑对话框，可以对仪表盘上的过滤组件和参数组件进行编辑。默认不会自动勾选

所有的过滤组件和参数组件，需要手动勾选参与共享过滤的组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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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勾掉对话框中的过滤组件或参数组件，即不共享过滤，则在同一个组件上，不同仪表盘的过滤

组件或参数组件的过滤作用不会相互影响，只会对本仪表盘的组件进行过滤，不影响其他仪表盘的

组件。

过滤组件共享过滤

在仪表盘 filter1 上设置共享过滤，如图所示：

在仪表盘 filter2 上也设置共享过滤，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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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作门户界面新建一个网格组件，分别将仪表盘 filter1 和 filter2 拖入到组件的单元格内，如图所

示：

在仪表盘 filter2 的过滤树上勾选伯爵茶，可以看出过滤树不仅本仪表盘上对交叉表进行了过滤，也

对仪表盘 filler1 的表格进行了过滤，组件显示如图所示：

在仪表盘 filter1 的过滤列表上将咖啡勾掉，可以看出过滤列表不仅对仪表盘上的表格进行了过滤，

也对仪表盘 filler2 的交叉表进行了过滤，如图所示：

参数组件共享过滤

在仪表盘 filter3 上设置共享过滤，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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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格上设置过滤器，如图所示：

仪表盘 filter4 上设置共享过滤，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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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叉表上设置过滤器，如图所示：

在制作门户界面新建一个网格组件，分别将仪表盘 filter3 和 filter4 拖入到组件的单元格内，在仪表

盘 filter3 和仪表盘 filter4 中的参数组件的名称相同，都是列表参数 1，下拉参数 1。在门户组件内

绑定时会出现提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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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弹出框的确定按钮后，组件内显示如图所示：

在仪表盘 filter4 的列表参数上再勾选咖啡，可以看出列表参数不仅对本仪表盘上的交叉表进行了过

滤，也对仪表盘 filler3 的表格进行了过滤，组件显示如图所示：

在仪表盘 filter3 的下拉参数上选择中部市场，可以看出下拉参数不仅对仪表盘上的表格进行了过

滤，也对仪表盘 filler4 的交叉表进行了过滤，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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