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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本安装指南主要包含以下几部分内容： 

U8 cloud 安装盘介绍。 

U8 cloud 部署架构介绍。 

安装 U8 cloud 时，对系统软件、硬件、数据库的配置要求。 

数据库字符集设置，数据库优化。 

安装 U8 cloud 时，中间件单机、集群如何安装部署。 

如何激活 U8 cloud。 

如何卸载 U8 cloud。 

 

简介 

U8 cloud 发布的新版本是 1.0。 

U8 cloud 是一个全面基于 J2EE 技术体系的产品。U8 cloud 是用友云系列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提供企业级云 ERP

整体解决方案，秉承敏经营，轻管理，简 IT 的理念，实现企业运营的数字化、智能化，可以使企业增加收入，提升效

率，降低成本，降低信息服务门槛。U8 cloud 全面支持多组织业务协同、营销创新、智能财务、人力服务等，融合用

友云服务实现企业互联网的资源连接、共享、协同，并成为企业信息服务平台的核心。 

  

新安装 U8 cloud 的标准过程如下： 

1、确定环境以及相关资源，如网络连接、数据库、数据库补丁、操作系统版本、操作系统补丁等。 

2、复制或下载安装包文件，展开安装包文件，注意 JDK 的相关下载和设置。 

3、安装 U8 cloud。 

4、数据库配置。 

5、激活 U8 cloud。 

2.产品与安装盘对应清单 

2.1 产品盘文件列表 

文件 说明 

U8CV1.0.zip  U8 cloud 安装包 

U8 cloudV1.0 安装指南.pdf  U8 cloud 安装指南 

U8 cloudV1.0 发版说明.pdf  U8 cloud 发版说明 

Doc  其他关联文档目录 

 U 订货与 U8C 集成配置说明  

 友报账与 U8C 集成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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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品模块说明 

产品名称 包含模块 模块名称 

UAP 

UAP 客户化 

UAPBD 基础数据 

UAPDE 二次开发平台 

UAPEAI 外部交换平台 

UAPOTHER 业务依赖数据 

UAPPE 查询引擎 

PD PD 工程基础数据 

FI 

GL 总账 

FIPUB 财务公共 

FIP 会计平台 

CMP 现金管理平台 

ARAP 应收、应付 

FA 固定资产 

ERM 借款报销 

CM CM 制造成本管理 

OBM OBM 银企直联 

SCM 

SCMPUB 供应链基础设施 

IA 存货核算 

PU 采购管理 

SO 销售管理 

IC 库存管理 

SC 委外加工 

TO 内部交易 

CT 合同管理 

SO2 价格管理 

 友空间与 U8C 集成配置说明  

 友人才与 U8C 集成配置说明  

 友云采与 U8C 集成配置说明  

 U8 cloud 集群及 HTTPS 配置说明  

Doc\资金安全触发器说明  资金安全触发器说明及数据库脚本 

Tools  U8 cloud 所需工具 

 jre1.8.0_121.zip 友企连网关所需 jre 

 mod_jk.so 配置 Apache 所需工具 

 vc_redist.x64.exe 安装 Apache 必须的系统包 

 httpd-2.4.27-x64-vc14.zip Apache2.4 安装包 

 UfbankForU8C.exe 网银适配器安装包 

 UbankForU8c 安装配置说明 UbankForU8c 安装配置说明 

Tools/CA CA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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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6 信用管理 

REPORT 供应链报表 

DST 电商通 

SO5 退货管理 

QC QC 质量管理 

FA AMPUB 资产公共 

MM 

MDS 需求管理 

MPS 主生产计划 

MM 物料需求计划 

DS 排产管理 

MO 生产订单管理 

HR 

HRPUB 人力资源基础盘 

HRJF 组织机构管理 

HRHI 人员信息管理 

HRTRN 人员变动管理 

HRCM 人员合同管理 

HRWA 薪酬管理 

HRBM 福利管理 

HRTA 时间管理 

HRRPT 综合报表 

IUFO IUFO 网络报表、合并报表 

PUBCLOUD PUBCLOUD 公共云服务 

 

3.U8 cloud 部署架构 

 
         U8 cloud 部署架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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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器环境配置要求 

4.1 操作系统平台 

U8 cloud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其中包括 win2008 ServerR2、win2012 Server R2、win2016 Server 操作系统。 

 

应用服务器操作系统 Bit CPU JDK 版本 

win2008 Server R2 64 Intel Xeon Ufjdk1.7.0_141 

win2012 Server R2 64 Intel Xeon Ufjdk1.7.0_141 

win2016 Server  64 Intel Xeon Ufjdk1.7.0_141 

 

注意： 

操作系统请选择带 GUI 的标准版，没有明确指定的安装平台不推荐使用。 

4.2 应用规模硬件配置推荐 

简明硬件建议表，本表所写关键硬件要求以 Intel Xeon E5 为标准计算： 

U8C 系统注

册用户数量 
0-150 150-300 300-450 450-600 >600 

配置 
应用 

服务器 

数据库

服务器 

应用 

服务器 

数据库

服务器 

应用 

服务器 

数据库

服务器 

应用 

服务器 

数据库

服务器 

应用服

务器 

数据库

服务器 

CPU 物理核

数 
2 4 4 4 8 8 8 8 ①     ①     

内存容量

(G） 
4 8 8 16 16 16 16 32 ①     ①     

 

说明： 

上表为推荐配置，大部分企业可以直接采用，后续可结合企业具体业务负载情况动态调整,以达到最优效果。 

全员应用业务，如友报销、友空间，与 U8C 注册用户换算比例为 3:1，比如 1 个 U8C 用户操作时所产生的的系统负载

相当于 3 个报销人员所产生的的系统负载。 

应用服务器 CPU 建议 Intel Xeon E5 系列主频 2.5GHZ 及以上，数据库服务器 CPU 建议 Intel Xeon E5 系列主频 3.0GHZ 及

以上。 

应用服务和数据库服务器建议放在一个网段内，具体网络要求参照文档第 6 节。 

应用服务器存储建议使用 SAS 存储或 SSD 存储，数据库服务器存储可以使用外挂存储 SAS 盘。 

① 客户规模大于 600 注册用户时，推荐使用 NC 产品或者与总部联系评估硬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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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库支持状况 

数据库类型 Windows Linux 

SQL Server 2012 Enterprise Edition Y N 

SQL Server 2016 Enterprise Edition Y N 

ORACLE Enterprise Edition 11.2.0.4 Y Y 

注意： 

建议使用数据库对应版本的最新的补丁。 

5.客户端配置要求 

5.1 客户端硬件配置要求 

配置 建议配置 

CPU 双核(或更高) 

内存 4GB(或更高) 

硬盘(剩余空间) 10GB(或更高) 

打印机 操作系统所能适配的打印机 

显示适配器 支持主流分辨率,1280*768|800|10241366*768 1440*900 1600*900 1680*1050 

5.2 客户端软件配置要求 

 建议软件配置 备注 

客户端操作系统 windows7,MicrosoftWindows 8.1, 

Microsoft Windows 2008 

Server,windows 10,Windows 

server 2012, 

 

客户端及浏览器 iufo 仅支持 IE11 暂不支持其它版本的浏览器 

客户端 jre UClient 客户端插件自带的

1.7.0_80jre 

支持 32 和 64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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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网络相关要求 

6.1 网络配置推荐表 

网络配置项 建议网络配置 

各服务器之间 千兆以太网（Gigabit Ethernet） 

 

客户端和应用服务器之间 

服务器出口带宽：（并发客户端数∕ 5）× 1.0 Mbps 

网络延时：< 100ms 

丢包率：<2 % 

一个客户端到服务器之间带宽需要保证：最低 32KB，推荐 1.0 M 或以上 

6.2 网络其他配置要求 

用户通过防火墙访问 U8 cloud 服务器时，需要注意在防火墙上开放相应端口。用户可以使用单机应用或集群模式灵活

配置环境，需要保证相关端口不被其他应用占用，在设置防火墙端口策略时需要注意开放端口。 

在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上不要安装或启用 DHCP、DNS、PROXY、WINS 和防火墙等服务。请将防火墙功能停止，

保证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间高速网络通信，强烈推荐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

web 服务器间使用千兆网络进行连接，不建议安装或设置跨网关或跨防火墙通信。 

应用服务器的网卡正确设置很重要。通常情况下，要保证网卡驱动、物理连线、地址、网关、路由等被正确配置。如

果环境中有网卡被启用而未连接物理网线，可能会影响 U8 cloud系统网络操作性能，在此建议禁用不使用的网卡。 

7.数据库设置、建立及优化 

7.1 数据库字符集设置 

sqlserver2012 排序规则：实例和数据库均需要设置为 Chinese_PRC_CI_AS 

sqlserver2016 排序规则：实例和数据库均需要设置为 Chinese_PRC_CI_AS 

Oracle11.2.0.4.0 字符集：需要设置字符集为 ZHS16GBK 

7.2 建立标准数据库结构及用户 

U8 cloud1.0 支持 sqlserver2012、sqlserver2016、Oracle11gR2 数据库。在使用不同的数据库时，需要按要求建立相关表

空间或文件组，才能正常完成 U8 cloud 管理软件正常安装。 

 在 MS SQLServer 2012 中创建数据库、文件组及 U8 cloud 数据库用户： 

U8 cloud 在使用 SQLserver 2012 数据库时要求：建立 NNC_DATA01、NNC_DATA02、NNC_DATA03、NNC_INDEX01、

NNC_DATA02、NNC_DATA03 六个文件组,对六个文件组的数据文件名称、位置、个数没有限制。但要保证每个文件组中

都有数据文件。在具体使用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数据文件存储的位置和大小，达到磁盘最大读写效率。 

下列脚本为例：我们创建 U8 cloud 产品的连接数据库名为 U8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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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数据库 

USE master; 

go 

IF DB_ID (N'U8 CLOUD') IS NOT NULL 

DROP DATABASE [U8 CLOUD]; 

go 

CREATE DATABASE [U8 CLOUD]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GROUP [NNC_DATA01]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GROUP [NNC_DATA02]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GROUP [NNC_DATA03]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GROUP [NNC_INDEX01]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GROUP [NNC_INDEX02]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GROUP [NNC_INDEX03]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NAME = N'nnc_data01', FILENAME = N'D:\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SQL1\data\nnc_data01_Data.NDF' , SIZE = 500, FILEGROWTH = 200) TO FILEGROUP [NNC_DATA01]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NAME = N'nnc_data02', FILENAME = N'D:\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SQL1\data\nnc_data02_Data.NDF' , SIZE = 500, FILEGROWTH = 200) TO FILEGROUP [NNC_DATA02]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NAME = N'nnc_data03', FILENAME = N'D:\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SQL1\data\nnc_data03_Data.NDF' , SIZE = 500, FILEGROWTH = 200) TO FILEGROUP [NNC_DATA03]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NAME = N'nnc_index01', FILENAME = N'D:\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SQL1\data\nnc_index01_Data.NDF' , SIZE = 200, FILEGROWTH = 100) TO FILEGROUP 

[NNC_INDEX01]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NAME = N'nnc_index02', FILENAME = N'D:\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SQL1\data\nnc_index02_Data.NDF' , SIZE = 200, FILEGROWTH = 100) TO FILEGROUP 

[NNC_INDEX02]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ADD FILE(NAME = N'nnc_index03', FILENAME = N'D:\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SQL1\data\nnc_index03_Data.NDF' , SIZE = 200, FILEGROWTH = 100) TO FILEGROUP 

[NNC_INDEX03] 

Go 

 
-- 调整临时表空间 

declare @name char(50) 

declare @sqlnvarchar(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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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name=rtrim(name) from tempdb.dbo.sysfiles where status & 0x40 != 0x40 

set @sql='alter database tempdb modify file ( name='+@name+',size=500mb,filegrowth=10mb)' 

exec master.dbo.sp_executesql @sql 

 
-- 调整系统参数 

use master 

go 

sp_configure 'show advanced options', 1; 

GO 

RECONFIGURE WITH OVERRIDE; 

GO 

sp_configure 'max degree of parallelism', 1; 

GO 

RECONFIGURE WITH OVERRIDE; 

GO 

ALTER DATABASE  U8 CLOUD  SET READ_COMMITTED_SNAPSHOT ON; 

GO 

----------------------------------------------------------------------------------------- 

注意： 

本脚本为参考，在具体使用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数据文件存储的位置和大小。 

在新建查询中执行以上脚本，选择操作的数据库，运行脚本。 

对于对文件组建议如下： 

1. NNC_DATA01 文件组，有对应的物理文件，初始大小"500M"  

2. NNC_DATA02 文件组，有对应的物理文件，初始大小"500M"  

3. NNC_DATA03 文件组，有对应的物理文件，初始大小"500M"  

4. NNC_INDEX01 文件组，有对应的物理文件，初始大小"200M"  

5. NNC_INDEX02 文件组，有对应的物理文件，初始大小"200M"  

6. NNC_INDEX03 文件组，有对应的物理文件，初始大小"200M"  

7. tempdb 数据库，调整初始大小 500M 和增长方式 

 

 在 MS SQLServer 2016 中创建数据库、文件组及 U8 cloud 数据库用户： 

同在 MS SQLServer 2012 中创建数据库、文件组及 U8 cloud 数据库用户 

 

 在 Oracle11.2.0.4 中创建数据库、表空间及用户 

U8 cloud1.0 在使用Oracle 数据库时要求：建立NNC_DATA01、NNC_DATA02、NNC_DATA03、NNC_INDEX01、NNC_DATA02、

NNC_DATA03 六个表空间，对 6 个表空间的最小大小有具体要求。具体数据文件存放位置、存放形式、数据文件个数

没有限制，在具体使用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数据文件存储的位置和大小，达到磁盘最大读写效率。 

  

 -- 创建数据表空间及文件 

CREATE TABLESPACE NNC_DATA01 DATAFILE 'D:\ORACLE\ORADATA\ORA11G\nnc_data01.dbf' SIZE 500M 

AUTOEXTEND ON NEXT 50M EXTENT MANAGEMENT LOCAL UNIFORM SIZE 256K ; 

CREATE TABLESPACE NNC_DATA02 DATAFILE 'D:\ORACLE\ORADATA\ORA11G\nnc_data02.dbf' SIZE 300M 

AUTOEXTEND ON NEXT 50M EXTENT MANAGEMENT LOCAL UNIFORM SIZE 256K ; 

CREATE TABLESPACE NNC_DATA03 DATAFILE 'D:\ORACLE\ORADATA\ORA11G\nnc_data03.dbf' SIZE 500M 

AUTOEXTEND ON NEXT 100M EXTENT MANAGEMENT LOCAL UNIFORM SIZE 512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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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SPACE NNC_INDEX01 DATAFILE 'D:\ORACLE\ORADATA\ORA11G\nnc_index01.dbf' SIZE 500M 

AUTOEXTEND ON NEXT 50M EXTENT MANAGEMENT LOCAL UNIFORM SIZE 128K ; 

CREATE TABLESPACE NNC_INDEX02 DATAFILE 'D:\ORACLE\ORADATA\ORA11G\nnc_index02.dbf' SIZE 300M 

AUTOEXTEND ON NEXT 50M EXTENT MANAGEMENT LOCAL UNIFORM SIZE 128K ; 

CREATE TABLESPACE NNC_INDEX03 DATAFILE 'D:\ORACLE\ORADATA\ORA11G\nnc_index03.dbf' SIZE 500M 

AUTOEXTEND ON NEXT 100M EXTENT MANAGEMENT LOCAL UNIFORM SIZE 256K ; 

本脚本为参考脚本，在具体使用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数据文件存储的位置和大小。 

脚本可以在 sqlplus 中直接执行；也可以通 sqlplus 运行，输入连接用户和密码，通过"@"命令运行脚本。最后注意要提

交。下面是执行后者举例： 

  
 

SQL>connect oracle system/manager; 

SQL>@ c:\SQL_ORA.SQL; 

SQL>commit; 

 

连接数据库 

执行 SQL教本 

提交 

对于表空间的管理建议如下： 

NNC_DATA01 区管理选择"本地管理"，统一分配的大小设为"256 KB" 

NNC_INDEX01 区管理选择"本地管理"，统一分配的大小设为"128 KB" 

temp 用户临时表空间，名称可以自己确定，但在建立用户时需要指定默认临时表空间，大小自动增长。 

U8 cloud 的两个表空间都需要分配限额，限额选择"无限制"。 

ORACLE 数据库需要调整用户临时表空间大小，建议最小值 300M，文件增长不受限制 

 

创建 U8C 用户“U8 CLOUD”： 

  

 -- 创建用户及授权 

SQL> create user U8 CLOUD identified by 1 default tablespace nnc_data01 temporary tablespace temp;  

SQL> grant dba,connect to U8 CLOUD;  

 

7.3 数据库优化 

数据库在执行过程中需要根据数据库中记录的统计信息来确定使用最优的执行路径，所以我们需要及时对数据库进行

分析并记录统计信息，这在大数据量下尤其重要。因此建议数据量大的用户在升级系统前后，都作数据库优化分析。

日常对数据库管理时，也要作定期的优化分析,更新数据库统计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作数据库优化操作都比较耗时，

尤其是用户数据量大了的时候更为明显，建议在没有业务处理时做优化工作。 

 MS SQLserver 2012 数据库优化： 

注意：优化脚本在建立了 U8 cloud 对应数据库 U8 CLOUD 后对应数据库优化 

如何在 MS SQLserver 2012 中创建定时任务，下面给出了例子，在每周日的 0:00 开始，系统自动更新统计信息。注意首

先要要保证启动了 sqlagent 服务，才能定时执行任务。实际应用是将对应数据库"U8 CLOUD"修改为实际业务数据库。 

  

SET ANSI_NULLS ON 

GO 

SET QUOTED_IDENTIFIER ON 

GO 

 

create  procedure [dbo].[analyze_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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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ze only one table or all tables 

 @i_tab_name sysname=null 

as 

 -- required so it can update stats on ICC/IVs 

 set ansi_warnings on 

 set ansi_padding on 

 set arithabort on 

 set concat_null_yields_null on 

 set numeric_roundabort off 

 

 declare @dbsid varbinary(85) 

 declare @exec_stmt nvarchar(4000) 

 

 declare @v_tab_name sysname 

 declare @v_tab_where nvarchar(500) 

 

 declare @sch_id int 

 declare @schema_name sysname 

 declare @table_name sysname 

 declare @schema_table_name nvarchar(640) -- assuming sysname is 128 chars, 5x that, so it's > 128*4+4 

 declare @v_select_sql nvarchar(4000) 

 

 declare @v_num int 

 declare @v_sql_text nvarchar(4000) 

 declare @type nvarchar(10) 

 

 select @dbsid = owner_sid 

   from sys.databases 

 where name = db_name() 

 -- Check the user sysadmin 

 if not is_srvrolemember('sysadmin') = 1 and suser_sid() <> @dbsid 

 begin 

  raiserror(15247,-1,-1) 

  return (1) 

 end 

 

 -- cannot execute against R/O databases   

 if DATABASEPROPERTYEX(db_name(), 'Updateability')=N'READ_ONLY' 

 begin 

  raiserror(15635,-1,-1,N'analyze_tab') 

  return (1) 

 end 

  

 -- table is exists? if not then return 

 select @v_tab_name=lower(rtrim(ltrim(@i_tab_name))) 

 if @v_tab_name is null or @v_tab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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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 

     select @v_tab_where='' 

     select @type='database' 

    end 

  

 else 

  select @v_num=count(*) from sys.tables where (type='U' or type='IT') and name=@v_tab_name 

  if @v_num=0 

     begin 

   raiserror(N'要收集统计信息的表不存在！', 16, -1) 

   return (1) 

     end 

   

  if @v_num>0 

   begin 

    select @v_tab_where=' and o.name='''+ @v_tab_name+'''' 

    select @type='table' 

   end 

 

 -- analyze_log is exists? if not then create 

 select @v_num=count(*) from sys.tables where (type='U' or type='IT') and name='analyze_log' 

 if @v_num=0 

  begin 

   set @v_sql_text='create table analyze_log(type nvarchar(20),tabschema nvarchar(200),tabname 

nvarchar(200),analyze_time datetime)' 

   exec sp_executesql @v_sql_text 

  end 

 

 -- analyze table 

 set @v_select_sql='declare ms_crs_tnames cursor for select name,schema_id from sys.objects o where 

o.schema_id=schema_id() and (o.type=''U'' or o.type=''IT'') '+ @v_tab_where + ' order by o.name' 

 exec sp_executesql @v_select_sql 

 open ms_crs_tnames 

 fetch next from ms_crs_tnames into @table_name, @sch_id 

  

 --@@fetch_status= 0 fetch 语句成功，-1 fetch 语句失败或行不在结果集中 -2 提取的行不存在 

 while (@@fetch_status <> -1) -- fetch successful 

 begin  

  -- generate fully qualified quoted name 

  select @schema_name = schema_name(@sch_id) 

  select @schema_table_name = quotename(@schema_name, '[') +'.'+ quotename(rtrim(@table_name), '[') 

 

  select @exec_stmt = 'UPDATE STATISTICS ' + @schema_table_name + ' WITH FULLSCAN,NORECOMPUTE ' 

  exec (@exec_stmt) 

  print @exec_st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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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tch next from ms_crs_tnames into @table_name, @sch_id 

 end 

 raiserror(15005,-1,-1) 

 deallocate ms_crs_tnames 

  

 -- insert into analyze_log 

 if @type='database' 

  begin 

   set @v_sql_text='insert into analyze_log(type,tabschema,tabname,analyze_time) 

values('''+@type+''','''+@schema_name+''',''database'',getdate())' 

   exec sp_executesql @v_sql_text 

  end 

 if @type='table' 

  begin 

   set @v_sql_text='insert into analyze_log(type,tabschema,tabname,analyze_time) 

values('''+@type+''','''+@schema_name+''','''+@table_name+''',getdate())' 

   exec sp_executesql @v_sql_text  

  end 

 return(0) -- analyze_tab 

 MS SQLserver 2016 数据库优化： 

同 MS SQLserver 2012 数据库优化 

 Oracle 数据库优化： 

对于 Oracle 用户，更新指定表统计信息方法需要在 sqlplus 中执行。下面是在"sqlplus"中执行优化操作命令，"U8 CLOUD 

"是当前系统存储业务数据的用户。这个存储过程执行中，如果个别表分析出错后，会继续处理其他表，并将错误信息

写入 analyze_log 表。 

  SQL>connect U8 CLOUD /1 @oracle  

SQL>grant create any table toU8 CLOUD ;  

    -- 这一步非常重要，需要显式地赋予用户建表权限 

CREATE OR REPLACE PROCEDURE ANALYZE_TB AS 

  

  OWNER_NAME  VARCHAR2(100); 

  V_LOG       INTEGER; 

  V_SQL1      VARCHAR2(800); 

  V_TABLENAME VARCHAR2(50); 

  

  CURSOR CUR_LOG IS 

    SELECT COUNT(*) FROM USER_TABLES WHERE TABLE_NAME = 'ANALYZE_LOG'; 

  

  --1 

  

BEGIN 

  --DBMS_OUTPUT.ENABLE (buffer_size=>100000); 

  --1.1 

  BEGIN 

    OPEN CUR_LOG; 

    FETCH CUR_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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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O V_LOG; 

    IF V_LOG = 0 THEN 

      EXECUTE IMMEDIATE 'CREATE TABLE ANALYZE_LOG (USER_NAME VARCHAR(20),OP_TIME CHAR(19) 

DEFAULT to_char(sysdate,''yyyy-mm-dd hh24:mi:ss''),ERROR_TEXT VARCHAR(200),TABLE_NAME VARCHAR(40))'; 

    END IF; 

  END; 

  

  SELECT USER INTO OWNER_NAME FROM DUAL; 

  V_SQL1 := 'INSERT INTO ANALYZE_LOG (USER_NAME,ERROR_TEXT,TABLE_NAME) VALUES (''' || 

            OWNER_NAME || ''',''ANALYZE BEGIN'',''ALL'')'; 

  EXECUTE IMMEDIATE V_SQL1; 

sys.dbms_stats.gather_schema_stats(ownname          => UPPER(OWNER_NAME), 

estimate_percent => 100, 

method_opt       => 'FOR ALL INDEXED COLUMNS', 

                                     cascade          => TRUE); 

  V_SQL1 := 'INSERT INTO ANALYZE_LOG (USER_NAME,ERROR_TEXT,TABLE_NAME) VALUES (''' || 

            OWNER_NAME || ''',''ANALYZE END'',''ALL'')'; 

  EXECUTE IMMEDIATE V_SQL1; 

  commit; 

  --1.2 delete tmptbstatitics and lock statistics 

  BEGIN 

    for x in (select a.table_name, a.last_analyzed, b.stattype_locked 

                from user_tables a, user_tab_statistics b 

               where a.temporary = 'Y' 

                 and a.table_name = b.table_name 

                 and (b.STATTYPE_LOCKED is null or 

a.last_analyzed is not null)) LOOP 

      IF x.last_analyzed IS NOT NULL THEN 

        --delete stats 

dbms_stats.delete_table_stats(ownname => user, 

tabname =>x.table_name, 

                                      force   => TRUE); 

      END IF; 

      IF x.stattype_locked IS NULL THEN 

        --lock stats 

dbms_stats.lock_table_stats(ownname => user, 

tabname =>x.table_name); 

      END IF; 

    END LOOP; 

  end; 

EXCEPTION 

  WHEN OTHERS THEN 

    IF CUR_LOG%ISOPEN THEN 

      CLOSE CUR_LOG; 

    END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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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 

end; 

/ 

 

 

SQL>exec ANALYZE_TB ;  

 

下面提供的脚本示范如何创建定时任务，也是要在"sqlplus"中运行。当天的凌晨 2 点开始更新统计信息，以后每 2 天的

凌晨 2 点更新统计信息。注意建立当前 job 时，使用 U8 CLOUD 的用户连接数据库执行。具体优化时间设置用户根据实

际情况灵活调整。 

   

VARIABLE JOBNO NUMBER; 

VARIABLE INSTNO NUMBER; 

BEGIN 

SELECT INSTANCE_NUMBER INTO :INSTNO FROM V$INSTANCE; 

DBMS_JOB.SUBMIT(:JOBNO,'ANALYZE_TB; 

',TRUNC(SYSDATE)+1+2/24,'TRUNC(SYSDATE)+2+2/24',TRUE,:INSTNO); 

COMMIT; 

END; 

/ 

注意关闭 ORACLE 自动更新统计信息的任务 

   

BEGIN 

DBMS_AUTO_TASK_ADMIN.disable( 

client_name => 'auto optimizer stats collection',  

operation => NULL,  

window_name => NULL); 

END; 

 

8.U8 cloud 产品安装及部署 

8.1 安装准备 

解压 U8C1.0.zip，其下有 U8 cloud 安装盘和安装所需 j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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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U8 cloud 安装盘，其目录结构如下： 

 

8.2 安装 U8 cloud 

U8 cloud 安装前应准备好操作系统，需要保证目标路径下至少有 10GB 剩余空间，用于保存应用程序和相关日志。安装

请执行 U8 cloud 安装盘根目录下 setup.bat 文件（要求安装盘同级目下有 ufjdk 文件或者设置 JAVA_HOME 环境变量），

安装时，出现如下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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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会提示用户指定产品安装目录，如果指定的安装路径不存在，会自动创建相关路径。安装路径力求简单易于维护，

不要使用汉字，空格和操作系统限制的特殊符号，如果产品安装路径不可用或磁盘空间不足，会导致安装失败。 

选择正确的安装路径后,点击安装，安装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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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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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 100%后，点击完成。 

进入 U8 cloud 安装的路径查看 u8c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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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8c_home 如上图显示。安装完成。 

8.3 U8 cloud 配置 

以下以 U8 cloud 单机的部署为例。 

U8 cloud 集群部署见“U8C1.0\Doc\”下《U8 cloud 集群及 HTTPS 配置说明》。 

U8 cloud 单机部署是 U8 cloud 最基础最常见的部署方式，其特点是 U8 cloud 作为单 server 和数据库交互。 

配置 u8cSysConfig 工具 

打开配置工具 

进入 U8C_home/bin 下，点击 u8cSysConfig.bat 打开 U8 cloud Console 配置工具。 

 配置数据源： 

点击左侧 Data Source 页签，读取，添加，填写数据库信息，数据库最大连接数默认为 50，100 注册用户建议修改为最

大连接数为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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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通过后保存。 

 配置服务器信息 

点击工具中的 Server 页签，点击读取，填写 Server 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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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 IP 地址、端口等信息，保存。 

 配置外部信任地址 

点击 SystemConfig----外部信任地址 

点击读取、增行，填写本地服务器 IP，保存（用于 iufo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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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 EJB 

全选—完全部署—部署 E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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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完成后点击确定： 



  新一代云 ERP解决方案 

24 

 
部署完毕。 

 运行 u8c_home 目录中点击 startup.bat 文件启动环境 

 

Server startup in xx ms 表示服务已经正常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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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UClient 下载 

 Uclient 安装 

下载：输入 U8 cloud 环境地址进行访问，首次会提示下载 Uclient，点击立即下载即可下载： 

 

下载完毕后即可使用 UClient。 

8.5 U8 cloud 系统升级 

打开 U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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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应用，在添加应用页输入 U8 cloud 环境地址：http://IP:port,点击搜索： 

http://I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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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按钮添加应用，等待下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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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完成后，点击打开，进入 U8 cloud 登陆页面。选择帐套：系统管理，用户：root，密码默认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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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登陆会提示设置密码： 

 

设置密码点击确定进入 U8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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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账套管理，点击升级账套进行升级 

 

选择要进行升级的模块，建议安装全部模块，后续增购产品直接启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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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点击开始安装进行升级： 

 

升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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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点击完成。升级完毕，重启 U8 cloud。 

重启服务。 

9.U8 cloud 演示环境 

9.1 演示许可申请 

 hardware.key 生成 

运行 u8c_home/bin/u8csysconfig.bat 命令，在 license 页签中点击申请授权，在输入框中输入订单号，点击确定后即可

生成 hardWare.key。hardWare.key 会自动生成在 u8c_home/bin/下 

 

 登录用友分销 PMP 系统，地址：cbpmp.yonyou.com，新用户注册账户方法请查看首页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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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系统后选择：软加密申请->U8 cloud 申请，打开申请页面，请按照页面要求内容填写信息，并上传 U8 cloud

的 hardKey 文件，然后提交保存即可。 

 hardKey 文件生成，运行 u8c_home/bin/u8csysconfig.bat 命令，在 license 页签中点击申请授权，在输入框中输入

3H000000，点击确定后即可生成 hardWare.key。hardWare.key 会自动生成在 u8c_home/bin/下 

 

 审批流程说明 

a. 伙伴顾问申请 

提交申请->分公司伙伴经理审批->中端及伙伴 BG 渠道支持部方案中心审批。 

b. 用友顾问申请 

提交申请->中端及伙伴 BG 渠道支持部方案中心审批。 

 全部审批通过后，伙伴顾问在公司邮箱(xxx@channel.yonyou.com)中收取软加密许可文件；用友顾问在个人的公司

邮箱(xxx@yonyou.com) 中收取软加密许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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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收到邮件（邮箱满等原因），可以到 U8 cloud 顾问版软加密申请页面，查看自己的申请记录，并点击“发

送邮件”即可。 

9.2 读取授权 

将申请到的授权文件复制到 u8c_home/bin 下，运行 u8c_home/stop.bat 命令，再运行 u8c_home/ startup.bat 命令， 

重新启动 U8 cloud 环境。 

9.3 下载 Uclient 

访问 U8 cloud 应用，浏览器录入 http://服务地址:端口,下载 Uclient 

 

 

9.4 登陆 U8 cloud 

在uclient中添加U8 cloud应用，录入http://服务地址:端口,添加U8 cloud应用，录入http://服务地址:端口/U8 cloudapp.jsp，

添加 iUFO cloud 应用。 

http://u8cloud/
http://u8cloud/
http://u8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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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U8 cloud 应用，弹出如下页面，账套选择 U8 cloud,使用账户管理员 demo 登录，密码为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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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演示说明 

 U8 cloud 演示环境中预置用户 demo/demo、demo1/demo1、demo2/demo2。 

 demo 为账套管理员身份，进入系统后可以给 demo1、demo2 分权限，demo1、demo2 后续可以在公司进行业务操

作。 

 演示环境无法打印操作 

 演示环境的数据不可用于生产环境。 

10.U8 cloud 生产环境 

10.1 生产环境激活流程图： 

新建、选择
公司

选择模块下
单购买

生成订单号

生成激活码

注册、登陆
云数据中心

新建数据中
心

添加U8 
cloud应用

激活U8 

cloud应用

添加U8 

cloud用户

登陆
激活U8 cloud，

同步用户

U8 cloud
生成

hardkey

友互通

商务系统

云数据中心

U8cloud激活中心

销管人员
登陆

企业系统管
理员

云数据中心
账号登陆

① ②

③

④

 

10.2 云商务系统下单 

企业客户购买产品后，U8 cloud 销管人员登陆商务系统，进行下单操作。 

访问商务系统地址： https://dj.chao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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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选择订单管理---快速下单，填写订单信息、企业信息等，点击下一步 

 
勾选产品模组用户数、模块和相关合同内容后，对购买的内容加入产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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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 

 

在此核对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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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合同附件，选择支付方式后点击提交。 

待总部财务审核后，订单和产品激活码会以邮件的形式通知。 

10.3 hardkey 文件生成 

运行 u8c_home/bin/u8csysconfig.bat 命令，在 license 页签中点击申请授权，在输入框中输入订单号，点击确定后即可

生成 hardWare.key。hardWare.key 会自动生成在 u8c_home/bin/下 

 

 

10.4 企业应用中心激活 U8C 

U8C 的 License 激活，必须通过企业应用中心，进入企业应用中心后，通过注册用户-创建云数据中心-添加应用-激活应

用-导入或增加应用用户操作，完成 U8C 应用激活和企业使用 U8C 应用的用户准备工作。 

 用户注册：用户购买完产品后，首先到企业应用中心进行用户注册，地址如下，注册用户后，直接登录企业应用

中心。 

https://apcenter.yonyoucloud.com 

https://apcenter.yonyou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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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云数据中心。用户开通应用前需要先选择或创建一个云数据中心，选择“云数据中心”页签新建云数据中心，

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新建，应用名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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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应用，选择新建的云数据中心，在应用列表中的添加应用，添加 U8 cloud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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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激活码，开通应用。云数据中心创建完成后或点击具体的某个云数据中心后进入的界面。选择证书生成，选

择私有云添加激活码、访问地址，同时上传 hardWare.key 并点击激活应用。 

 

 

 
 

 

 用户管理，创建云数据中心的用户，默认为该数据中心和管理员，管理员用户最终会同步为 U8 cloud 的权限管理

员。选择 U8 cloud 应用的用户管理，添加 U8 cloud 应用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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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同步 U8C 用户 

同步数据中心用户到 U8 cloud。 

访问 http://服务地址:端口/license.jsp，用企业应用中心的账号登陆后，输入激活码激活授权，并同步用户到 U8 cloud。 

 

至此 U8 cloud license 激活及用户同步已全部完成，然后运行 u8c_home/stop.bat 命令，再运行 u8c_home/ startup.bat

命令，重新启动 U8 cloud 环境。 

 

http://u8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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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下载 Uclient 

访问 U8 cloud 应用，浏览器录入 http://服务地址:端口,下载 Uclient 

 

10.7 用户登陆 U8 cloud 

如果企业应用中心配置了访问地址，登录 Uclient 会自动下载 U8 cloud 应用。 

 

http://u8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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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介绍下，手工添加 U8 cloud 应用的场景,在 uclient 中添加应用 

 

在 Uclient 中，打开 U8 cloud 应用，弹出 Uclient 单点登录界面，录入企业应用中心的用户和密码，进入 U8 cloud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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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U8 cloud 连接用友云 

见“U8C1.0\Doc\”下 U8 cloud 与各个云服务连接的配置说明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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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U8 cloud console 工具 

U8 cloud console 工具是 U8 cloud 的基本配置工具。各个页签的介绍如下： 

 Data Source：本页签需要读取才能定义、查看或修改，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数据源：数据源名称为 U8 cloud 

数据库类型：数据库类型包含两种：sqlserver、oracle 

数据库驱动类型：指定所选择数据库的连接方式 

驱动类名称：驱动类名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和数据源名称均为 U8 cloud 

数据库配置分标准模式和简单模式 

 Server：服务器及 server 信息 

【应用服务器】---单服务器页签： 

服务器名称：U8 cloud 服务名称默认为 server，不需要修改 

管理端口：默认 8005，一般不需要修改（如果一台服务器上有多套 U8 cloud 部署，管理端口不能重复，否则导致无法

正常启动） 

JAVA_HOME 路径：默认为 $JAVA_HOME。先去找本地 jdk，如果本地没有 jdk，会走 U8C_home 中的 ufjdk。如果本地

有 JAVA_HOME 变量，请修改为./ufjdk 

虚拟机参数：默认为 2048M，如果企业并发规模很大，建议采用集群部署模式。 

协议类型：定义 UAP 中间件使用 http 方式访问的地址和端口，端口在当前系统必须唯一，否则将导致 UAP 中间件启动

失败。HTTPS：定义 UAP 中间件使用 https 方式访问的地址和端口，端口在当前系统必须唯一，否则将导致 UAP 中间件

启动失败。AJP1.3：定义 UAP 中间件集群下各成员与 Apahce 通讯端口，端口在当前系统必须唯一，否则将导致 UAP

中间件启动失败。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 

【应用服务器】---集群服务器页签： 

集群配置 

集群名：指定集群服务名称和集群连接协议，使用默认即可 

节点配置 UAP 中间件是可以为集群添加成员，主服务 master 必须勾选“主服务器标识”，在一般选项中配置服务名称，

管理端口，JAVA_HOME 路径和 jvm 信息等 

服务器选择：在此选择集群成员修改各种参数 

协议定义指定集群成员使用的连接协议、地址和端口，UAP 中间件下需要同时指定 http 端口和 ajp1.3 端口 

【Web】页签： 

默认不做修改 

 DBCache 

数据缓存相关，不做任何修改 

 Log  

默认不做修改（U8c 中有许多日志，每个日志有级别，为 all、debug、info、warn、nerror、nstack、off，选择路径中

logger-config.properties 文件可进行更改日志级别） 

 license  

用于生成 hardWare.key。如何生成请参照第 8 节 

 Service 

默认不需要修改（在集群模式指定单 server 方式部署） 

 Massege 

此处配置邮件服务器地址信息。不需要邮件提醒则不做修改 

 SystemConfig 

【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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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修改系统检查规则，默认不做修改 

【外部信任地址】 

点击读取、增行，填写本地服务器 IP，保存（用于外部地址信任访问，如不添加，外部不可访问）： 

 Deloyment 

生成部署 EJB 

 ScheduleEngine 

用于调度任务配置，默认不做修改 

 CertificateAuthority 

CA 设置，默认不做修改。若果需要 CA 配置，详见 TOOLS，各 CA 厂商详细配置。目前 U8 cloud 支持的 CA 厂商有天威

诚信、晟安信息、信安世纪 

 WSSecurity 

WebService 相关，不做修改 

 Tomcat Conector 

连接 apache 配置 

 IM Server 

配置短信服务器，不需要短信服务则不需要配置 

13 产品卸载 

U8 cloud1.0 产品卸载相对简单，卸载包括代码卸载、数据库卸载和 UClient 卸载三部分。 

13.1 代码卸载 

对于使用 U8 cloud1.0 的用户，停止 U8 cloud 的所有服务，删除安装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即可。 

13.2 数据库卸载 

对于 SQL Server 用户，在 SQL Server 的 Enterprise ManagerStudio 中删除 U8 cloud1.0 应用的数据库。 

对于 Oracle 用户，删除安装时所指定的用户的所有表和视图即可。 

13.3 UClient 卸载 

客户机：直接删除 UClient.exe，以及所有的安装文件及缓存。文件地址：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UClient。 

14.注意事项 

 资金安全 

如果用户安装了资金相关产品。则必须执行资金安全触发器脚本：参照“\U8C1.0\Doc\资金安全触发器说明”中的“资

金安全触发器说明.docx”执行对应的 sqlserver 或 oracle 的脚本。 

 iufo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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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需要手动添加 Iufo 时，在添加应用时输入 http://ip:prot/U8 cloudapp.jsp 

在添加的时候打开方式默认勾选的可信站点，兼容视图不要做改动，否则要在 IE 中自行设置。 

 

 演示环境和正式环境数据库隔离 

演示时用的数据库和正式生产库必须不同。不允许演示环境做的数据转变为生产环境的数据库。 

 演示环境和正式环境切换 

同一套 license 在从演示环境切换到正式环境后，或者从正式环境切换到演示环境，需要 Uclient 重新搜索、添加应用。 

 CA 绑定证书页面访问及操作 

CA 绑定证书页面仅支持使用 http 协议访问。 

 

http://ip:prot/u8cloudapp.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