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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体说明 

1.1 锐浪报表概述 

锐浪报表Grid++Report是一款C/S与B/S集成的报表开发工具，功能全面易

学易用。C/S开发适用于VB.NET、C#、VB、VC、Delphi、C++Builder、VFP、易语

言等。B/S开发适用于ASP.NET、JSP 、ASP、PHP等，支持所有WEB服务器。开发

C/S报表与B/S报表共享相同的开发知识与设计资源。提供独有的报表查询显示功

能，让报表查询显示、打印、打印预览及数据导出等功能集成一体化实现。轻松

实现通用报表、表格报表、动态报表、多层表头、票据与发票套打、交叉表、表

中表及各种特殊格式报表等。提供详尽帮助文档与各种编程平台下的丰富例子，

安装中包括可直接运行例子程序，安装后即刻体验Grid++Report的功能。多语言

集成一体化实现，是开发多国语言软件的最佳选择。经过数年的发展，已经被多

家有影响力的通用软件厂商采用，其用户遍布各行各业，已经成为用户受众面最

广的国产报表开发工具。 

1.2 开发历程 

Grid++Report 至今(2010年 12月)已经开发七年半，经过多个版本的发展，是

一款成熟稳定、运行性能高且功能全面的报表开发工具。其用户基本是软件公司，

用户中不乏很多大的公司，如用友软件、航天信息、核工业集团等，是用户受众

面最广的国产报表开发工具。 

Grid++Report 采用 VC++/ATL/WTL/COM 开发，保证了软件良好运行性能，

不依赖任何运行时库，用其开发出来的软件发布简单。WEB报表数据高效压缩，

减小报表数据网络传输量，开发WEB报表可以做到与传统桌面报表一样的功能与

性能。 

Grid++Report是锐浪软件完全自主开发的产品，不是在任何开源产品基础上改

写的，整个产品都是从零开始构建，我们对整个产品了然于心，完全自主的产品

是一个产品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Grid++Report是锐浪软件的核心产品，我们多年

来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开发完善产品功能，改善产品性能，Grid++Report从未停下前

进的步伐。秉承专业、专注、专心的宗旨，Grid++Report 已经是国产报表工具中

的翘楚，并将发展得更加强大完美。 

1.3 产品类型 

目前报表工具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类似Excel表格方式，一种是条幅式，

也称条带式或拖放式。类 Excel式适合做复杂自由表格式报表，但制作动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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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类报表不太方便，且运行性能不好，加载报表数据要写大量代码。条幅式适

合做动态数据伸展类报表，但对复杂自由表格支持不好。目前国外产品多以条幅

式为主，由于中国式报表的表格形式比较复杂，故国内产品多以类 Excel式占多

数。 

锐浪软件正是根据中国式报表的复杂特点，有机结合类Excel式与条幅式报表

工具的各自优点，设计出Grid++Report这款独具特色的产品，总体特色更偏重于

条幅式，但实现中式复杂表格报表非常方便。建筑行业软件中有大量复杂的表格

要实现，Grid++Report在建筑行业软件中的广泛应用充分说明其开发中式复杂表

格报表的能力。 

1.4 产品组成 

1.4.1 产品组成部分概述 

Grid++Report 为报表开发者提供四个核心构件，报表开发人员通过对这四个

构件的使用为最终用户提供完善的报表系统。报表主对象是非可视的构件，其它

三个构件都是可视的。以下是对四个构件对象的简要叙述。 

 

1.4.2 报表主对象（GridppReport） 

报表主对象是一个非可视的组件对象，相当于整个系统的引擎部分。定义报表

模板数据，在生成报表时存贮报表记录数据，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生成打印页

面，输出打印页面到打印机。报表主对象是整个产品中最基础的构成部分，通过

报表主对象可以访问报表中的各个子对象。 

1.4.3 查询显示器（GRDisplayViewer） 

查询显示器是一个可视化控件。在使用时关联一个报表主对象。开始运行时向

报表主对象发出生成数据请求，然后本控件显示报表主对象生成的数据，本控件

为最终用户提供了完善的查看数据的功能。报表开发者通过对本控件的交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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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响应，可以为报表最终用户提供可交互的报表查询功能。例如通过对汇总报表

行数据双击事件的响应，打开对应的明细报表，达到从汇总报表到明细报表的穿

透查询。通过该控件实现报表查询显示功能也是 Grid++Report 独有与独创的。 

1.4.4 打印查看器（GRPrintViewer） 

打印查看器是一个可视化控件。在使用时关联一个报表主对象。开始运行时向

报表主对象发出生成数据请求，并生成打印页面数据，然后本控件显示生成的打

印页面，并且提供其它相应的页面操作与打印操作。报表开发人员可以通过提供

外部操作界面来执行控件接口的方法与属性，为最终用户提供报表打印预览界面。

虽然 Grid++Report 在内部提供了报表打印预览窗口，但开发者使用本控件可以

实现自己个性化的打印预览窗口。 

1.4.5 报表设计器（GRDesigner） 

报表设计器是一个可视化控件。在使用时关联一个报表主对象。由三个窗口组

成：其一是报表布局窗口，主要可以在其中设置报表显示元素的大小、位置、显

示顺序等。其二是属性编辑窗口，可以在其中查看与修改选中对象的属性值。其

三是对象浏览窗口，显示出所有报表元素对象，可以在此窗口中对报表元素进行

选中操作。控件接口提供执行各种设计任务的动作方法，报表开发人员通过提供

外部操作界面执行动作方法，为报表最终用户提供可视化的自定义报表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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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核心优势与特色 

2.1 功能全面 

历经多年开发, Grid++Report功能非常全面, 已经得到市场的普遍认可，用

户遍布各行各业，如：ERP、企业管理、财务、人事办公档案、政务财税、电力水

利、物流货运、建筑物业、国防军事等。其应用的广泛性充分说明了其功能的全

面性。 

主要功能清单： 

1. 特有的报表查询显示功能：不用单独开发报表查询显示功能，集成一体化实现

报表开发中的查询显示、打印与打印预览、数据导出等任务，极大的减少整个

报表系统的工作量，并保持报表不同输出方式的一致性。支持数据分页显示、

数据查找、大数据量报表分批读取数据。 

2. 完备的打印预览与打印功能：支持打印预览修改数据、缩放打印与多版面打印、

即打即停打印，横向分页等。 

3. 方便快捷的表格报表设计：报表核心组件是一个有丰富数据展现功能的数据网

格，轻松实现各种表格报表，不用繁琐的拼凑大量线段去输出表格线，也不存

在表格线难对齐的烦恼。克服了其它条幅式报表工具不方便制作表格线报表的

缺陷。支持多层表头、分组单元格合并、表格分栏、追加空白行等。 

4. 支持多种格式数据导出，包括：Excel、RTF(Word)、PDF、图像、文本、HTML、

CSV等。 

5. 图表：提供柱图、连线图、饼图、散列点图、曲线图、气泡图等，专门的图表

查询显示响应事件实现图表穿透分析。 

6. 支持全部常用格式的图像在报表中显示，如 jpg、png、bmp、gif、wmf、emf

等。 

7. 交叉表：支持按项目交叉与按日期期间交叉，支持表头多层动态生成，支持自

动求和、求平均、求比重等。 

8. 条形码：支持全部常用一维条形码，共计 25种。二维条形码支持 PDF417与

QR Code。打印出的条形码精度高且易识别。 

9. 子报表：方便实现复杂多数据源报表，实现表中表，支持多个报表集中打印。 

10. 提供报表脚本编程功能，直接在报表模板中自定义报表行为，采用通用的

JavaScript与 VBScript脚本语言，不用学习专用的脚本语言。 

11. 针对票据套打进行了专门的实现：提供专门用于票据套打设计的页面视图设计

功能，将空白票据扫描图像作为设计背景图，可以快捷准确定位报表输出位置

与格式。 

12. 支持长篇文章并动态数据域打印，适合开发合同与公文打印。RTF文本、HTML

标签、文字行间距与字间距、文字中嵌入动态数据域等功能为合同与公文打印

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13. 报表数据来源丰富，支持绑定与非绑定，既支持拉模式又支持推模式：设定报

表的 OLE DB 数据源连接串与查询SQL，报表在运行时自动从数据源提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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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向报表填入数据，程序所有可访问到的数据都可以提供给报表。 

2.2 易学易用,开发高效 

Grid++Report从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易用性，从而让其成为国产报表工具中

使用人数最多的产品。Grid++Report从推出之初就一直提供试用标志不太明显的免

费版本，这样的方式为其赢得了至少数万的用户，这些用户很多是业余软件开发

者，他们都能很好地把 Grid++Report用好用熟，当然他们也为 Grid++Report的持

续不断发展提供了很多建议。 

Grid++Report的定价非常实在，仅其价格就决定了我们没法为用户提供现场培

训，也需要销售足够多的用户才能保证持续发展。其用户遍布全国各地及港澳台

地区，用户主要依靠自己学习来使用，在学习使用过程中，我们会提供 QQ、email、

电话、网站论坛等技术支持，QQ技术服务仅提供给购买用户。这样的推广销售模

式能支撑 Grid++Report持续不断地进步就是依托产品良好的易学性与易用性。 

Grid++Report 的开发效率非常高，用其它报表工具需要编程实现的功能，用

Grid++Report只要进行简单的属性设置就行。其明细网格部件让设计表格报表不需

进行复杂的拼凑，也不存在繁琐的对齐操作。我们为中式报表提供了很多专门的

实现，如：财务金额线、金额汉字大写、分组单元格合并、多层表头、表格延伸

对齐等 

2.3 支持广泛开发平台与编程语言 

Grid++Report是一款同时支持C/S桌面报表与B/S WEB报表的开发工具。C/S

开发适用于 VB.NET、C#、VB、VC、Delphi、C++ Builder、VFP、易语言等。B/S

开发适用于 ASP.NET(C#与VB.NET) 、JSP、ASP、PHP等，支持所有 WEB服务器与

服务器操作系统。提供了大量的例子报表与每种编程语言下的例子程序。 

开发 C/S报表与 B/S报表公用一样的报表设计模板，C/S报表与 B/S报表具有

几乎完全一致的编程接口，共享相同的开发知识与设计资源。采用 Grid++Report

不仅能满足您的当前开发方式，也能保证满足您将来切换到其它开发方式，不会

因为采用新的开发语言或开发平台而付出重新选择与学习新报表工具的成本。 

2.4 独有报表查询显示功能 

一般管理软件的报表都是首先以表格的形式查询显示出来，如有需要再进行打

印预览或打印输出。通常开发者都是用各种网格控件将数据显示在屏幕上，采用

报表工具实现打印预览与打印。因两部分功能是分别采用不同的工具实现的，不

仅工作量较大，且很难保持数据与显示的一致性。 

Grid++Report独创了查询显示控件，不用单独开发报表查询显示功能，集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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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实现报表开发中的查询显示、打印与打印预览、数据导出等任务，极大的减

少整个报表系统的工作量，并保持报表不同展现方式的一致性。下面的图片展现

一个报表在可视化设计、查询显示与打印预览状态下的屏幕截图。 

 

图：报表可视化设计 

 

图：报表打印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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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报表查询显示 

2.5 完全可编程控制，开发动态报表的最佳选择 

什么是动态报表？动态意即变化，动态报表也就是指可以变化的报表。说得更

具体一些：也就是报表开发者为报表最终用户提供的报表是可配置的，是可以进

行个性化调整的，一个动态报表相当于一个设计合理的报表模型，不同的报表用

户可以配置出他们最想要的运行方式，包括报表数据与显示外观等。当然动态报

表的变化要讲究一定的规律，提供给最终用户的操作界面是非常直观，非常容易

操作的。 

Grid++Report 的报表模板是完全可编程定义的，只要设计器能设计出来，就

可以用代码定义出来。报表在查询显示时可以适应不同的显示窗口尺寸。为报表

内容提供了多种自动排列方式，可以将报表内容设定到合理的相对位置，这样就

可以在动态的显示条件下得到理想的显示效果。打印输出提供了多种自动适应策

略。Grod++Report还具有很多支持动态报表的特性，对动态报表开发的良好支持

让其成为众多通用软件开发商选用的重要因素。 

下面的图片展现了一个报表按不同配置参数产生的展现形式，其显示外观、数

据筛选范围与数据统计方式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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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多国语言集成支持 

Grid++Report5.0 程序内部是 Unicode 编码的，并集成了多国语言资源 DLL。

在程序启动运行时，Grid++Report 将根据 Windows 系统的本地语言设置自动加

载对应的资源文字。如果当前系统是简体中文，则加载简体中文资源文字；如果

当前系统是英文，则加载英文资源文字。 

目前已经支持的语言有简体中文、繁体中文与英文。如果系统匹配不到对应的

语言资源，将自动应用英文资源。稍后将翻译更多的语言资源。锐浪软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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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语言资源DLL程序提供给用户，用户可以自己翻译需要的语言并编译生成资源 

DLL，主要界面需要翻译的文字很少。 

2.7 运行性能高 

报表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运算过程，会占用很大的电脑运算资源。在多年开发

Grid++Report的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对程序性能的优化，尽力采用更优的算法，

更好的实现手段来保证程序的运行速度。我们做过很多与其它产品的运行性能对

比测试，Grid++Report 要优于所有参与对比的产品，用过的客户也认可

Grid++Report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对超大数据量报表，以查询显示方式展现出来也

只要很短的时间，且多数时间是在等待数据库查询数据，我们测试过 50万条数据，

只要 20多秒就可以在屏幕上展现出来。 

下面罗列出运行速度快的一些因素与方面： 

1. 采用 VC++开发，C++程序是运行效率最高的，编译出来的程序是电脑原生机

器代码，不用运行在虚拟机下，比采用 java 或.NET开发的软件具有天然的性

能优势。 

2. 采用 ATL与WTL开发库，虽然采用 VC开发，但并未采用庞大的 MFC库，

ATL与WTL都是源码库，这些库所提供的功能会直接编译进到程序本身的执

行代码中，这样保证了程序良好的运行性能。 

3. 为了达到对内存的最小占用，开发了自己专用的内存表功能，以最紧凑的方式

存储数据，并保持高效的数据访问。 

4. 报表的数据一般来自数据库，通过性能分析，用 Grid++Report把报表展现出

来，其耗费的时间主要在数据库查询上,约占整个时间的 3/4，这部分时间是

报表工具厂商无法控制并优化的。 

5. 超大数据量报表可以分批取数，避免报表展现出来前用户长时间地等待。 

6. WEB 报表程序是浏览器插件，相当于客户端的本地程序，开发 WEB 报表可

以做到与传统桌面报表一样的功能与性能。 

7. WEB报表的生成运算是分散在各自的客户端，WEB服务器可以承载更大的报

表并发性访问。 

8. WEB报表数据高效压缩，减小报表数据网络传输量。 



Grid++Report5产品白皮书 
www.rubylong.cn 

广州锐浪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专注、专心开发最好报表工具 13/47 

第3章 C/S报表开发 

3.1 支持所有主流开发语言 

C/S开发适用于VB.NET、C#、VB、VC、Delphi、C++Builder、VFP、易语言等。

各种编程语言都是同样的编程接口，用不同的编程语言开发没有更多的学习代价。

为每种编程语言提供了大量的例子程序，安装后就可以参考学习。 

3.2 支持多样数据源 

报表数据来源丰富，支持绑定与非绑定，既支持拉模式又支持推模式。在拉模

式下，设定报表的 OLE DB数据源连接串与查询 SQL，报表在运行时自动从数据源

提取数据。在推模式下，开发者用报表数据填充接口将程序中的数据加载到报表

中。 

在例子程序中，提供了各种编程语言下的数据集数据加载入报表的通用方法，

简易并快捷将数据集数据加载到报表中。 

总之，只要程序中能访问到的数据都可以提供给报表 

3.3 发布简单 

Grid++Report 的最终发布文件只有两个 DLL：gregn50.dll 与 grdes50.dll。

gregn50.dll 是报表引擎模块，grdes50.dll 是报表设计器模块。这两个文件可以在 

Grid++Report 的安装目录下找到，默认安装在 C:\Grid++Report 5.0 目录中。如果

在程序中没有嵌入报表设计器控件，只要发布 gregn50.dll 这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发布 DLL文件可以跟随您们的程序用安装制作软件一起打包，您们的用户根本不

会觉察到您们的软件采用了第三方报表开发工具。 

3.4 实惠便利的购买注册 

购买注册后，开发出来的软件可以无限自由分发。注册信息已经编译进您们开

发的程序中，您们的用户不受我们的注册限制。也就是说，一次性购买后，再没

有其它的授权费用了。Grid++Report这样的注册方式非常便利软件的大规模分发，

通用软件产品公司分发用 Grid++Report开发的软件不会有额外的授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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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B/S报表开发 

4.1 总体介绍 

Grid++Report在WEB下使用是浏览器插件，是嵌入在浏览器中运行的。就像

Flash 播放器是在网页中播放 Flash 动画。报表插件就是在网页中展现报表并提供

打印、数据导出、数据统计等功能。报表的数据来自服务器。客户端在初次打开

报表网页时，会自动下载并安装报表插件。报表插件经过正规数字签名，用户下

载方便安全。 

报表插件在服务器端不驻留程序，报表模板存储于服务器，报表数据也来自服

务器，数据为约定格式的 XML 形式。Grid++Report 已经为产生约定格式的 XML

数据编写了各种编程语言下的通用函数，并可对 XML数据进行高效压缩，减小报

表数据网络传输量。开发者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函数，也可以改造这些函数，以便

更加适应自己的需要。报表插件在浏览器中运行就如桌面程序一样，在网页中可

以用 javascript代码调用报表的接口。 

报表插件优势分析 

1. 报表插件在服务器端不驻留程序，所以支持所有的WEB服务器平台，支持所

有的WEB开发语言，所有的服务器操作系统也都支持，如Windows、Unix、

Linux。 

2. 报表的生成是在各自查看报表的客户端电脑上，这样大大减轻了服务器的负载

压力，能够做到更快的访问响应，能够做到更大的并发访问。 

3. 插件在客户端运行是电脑原生程序，与桌面程序具有一样的运行性能，并能开

发出与桌面程序一样的报表功能。 

4. 能驱动打印机直接进行打印，是 WEB 软件实现打印功能的最好方式。

Grid++Report已经在WEB票据打印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4.2 支持开发语言 

B/S开发适用于ASP.NET(C#与VB.NET) 、JSP、ASP、PHP等，支持所有WEB服

务器与服务器操作系统。各种编程语言都是应用同样的编程接口，用不同的编程

语言开发没有更多的学习代价。为每种编程语言提供了大量的例子程序，安装后

就可以参考学习。 

4.3 支持广泛的数据源 

Grid++Report WEB报表是通过报表的数据网页来获得报表数据，数据的形式

为广泛应用的 XML，约定的 XML数据格式非常简单，易于编程生成。任何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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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能访问到的数据都可以转换为 XML形式，也就是说，任何WEB程序能访

问到的数据都可以加载到报表中，如 asp.net的数据集数据，java的 j2ee对象中的

数据等。 

Grid++Report已经为各种编程语言产生 XML数据编写了通用函数，并能对报

表数据进行高效压缩。用数据网页的形式为报表提供数据，而不是直接访问数据

库，这样不存在数据库安全访问限制，数据源访问参数也可以在服务器后台统一

配置，这样非常有利于软件的部署。 

Grid++Report 的用户采用了各种数据库，如 SQL Server、Oracle、MySQL、

PostgreSql、Access等，程序可以访问到的任何数据源都可以提供给报表。 

4.4 高效性能与高并发访问 

报表插件在服务器端不驻留程序，报表的生成是在各自查看报表的客户端电脑

上，这样大大减轻了服务器的负载压力，能够做到更快的访问响应，能够做到更

大的并发访问数量。用 Grid++Report开发WEB报表，服务器端的运行开销主要是

在数据库查询方面，任何要从数据库获取数据的网页都会有同样的开销。 

报表数据可以用高压缩比与高速的 ZIP压缩算法进行压缩，一般的报表数据可

以压缩到原始数据的 1/10 大小，极大减小报表数据网络传输量。对于超大数据量

报表，可以采用分批取数的方式获取报表数据。 

报表插件在客户端运行是电脑原生程序，与桌面程序具有一样的运行性能，并

能开发出桌面程序一样的报表功能。除了其嵌入在浏览器中运行外，报表插件与

普通桌面程序没有任何差异。 

4.5 部署简便 

开发好的报表系统最后需要部署到用户实际使用的环境中，需要将报表数据

库，报表模板文件，报表展现网页文件与报表数据提供网页程序文件部署到实际

使用的服务器上。这些与一般的WEB软件部署无异。 

另插件安装包文件只要拷贝到WEB服务器中一个可下载目录中，用户初次访问

报表网页时会在客户端机器上自动下载并安装Grid++Report报表插件。插件安装

包文件大小只有1.5M，无需太长的下载时间，且仅需第一次访问时下载。除此之

外，Grid++Report开发的WEB软件无需其它更多的部署任务 

4.6 灵活的购买注册方式 

Grid++Report报表插件的注册分按服务器注册版与无限分发版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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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服务器注册是根据WEB服务器的 IP或 DNS(三级域名)产生注册号，客户端

数量不限，一个服务器只需购买一个注册，购买数量越多单个价格越优惠。注册

与服务器硬件无关，升级或更换服务器无需重新注册。按服务器注册在开发时无

需注册，没有额外的开发费用。 

无限分发版在开发时将注册信息写入报表模板中，一次性购买后，就可以自由

分发用 Grid++Report开发的WEB软件，而没有任何其它费用。无限分发版适合于

软件公司开发通用产品，与开发的软件个数与软件的分发数量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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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重要功能与特色介绍 

5.1 概述 

Grid++Report历经多年发展，已经是一款功能非常全面的报表工具，各种管理软件

有众多的表格报表与数据统计分析，各种办公与政务软件有很多长篇文章式的报

表，Grid++Report都能满足这些报表的开发。在此很难将功能完整罗列出来，下面

抽取一些重要的，或比较有特色的功能进行简单的介绍。 

5.2 高效专业的报表设计器 

5.2.1 设计器控件介绍 

Grid++Report设计器控件的作用是可视化设计报表模板，是Grid++Report的

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报表布局窗口，主要在其中设置

报表显示元素的大小、位置、显示顺序等，以拖放的方式调整位置与大小。其二

是属性编辑窗口，可以在其中查看与修改选中对象的属性值。其三是对象浏览窗

口，显示出所有报表元素对象，可以在此窗口中对报表元素进行选中操作。 

 

设计器控件提供了灵活并丰富的接口方法与选项设置，报表开发人员通过对接

口的调用实现报表设计器的自定义，实现满足自己个性化要求的报表可视化设计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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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器控件特点与优点： 

1. 完全可视化报表设计，支持规范的 Copy/Cut/Paste 与 Undo/Redo 操作。 

2. 设计时可以关联各种数据源，根据数据源可以自动产生报表的数据定义，加快

报表的设计过程，在设计时从数据源获取数据并运行报表，及时查看设计效果。 

3. 提供页面视图设计模式，快速准确设计票据套打模板。 

4. 提供普通视图与页面视图两种报表运行模式，便于及时检查设计效果。 

5. 报表设计器控件可以嵌入到开发的软件中，为报表最终用户提供可视化设计与

调整报表的功能。 

6. 报表设计器控件可以精细的自定义其显示外观与行为，为报表最终用户提供恰

当的报表可视化设计功能。 

7. 报表部件提供即时编辑功能，快速设定控件属性。  

8. 支持拖放生成数据展现部件。  

5.2.2 设计器应用程序 

设计器应用程序是安装 Grid++Report后固有的应用程序，是开发者用来设计

报表模板的工具，是以设计器控件为核心基础构建出来的。开发者首先是用设计

器应用程序设计出报表模板，然后将报表模板加载到自己的程序中。 

如有必要，开发者可以将设计器应用程序分发给报表的最终用户，让最终用户

设计并调整报表模板。设计器应用程序开放了设计器控件的全部功能，对于最终

用户可能过于专业，且其是一个单独的程序，不能与开发的软件融为一个完整的

整体，所以推荐以嵌入设计器控件的方式为最终用户提供报表模板可视化设计功

能。 

5.2.3 在软件中嵌入设计器控件 

设计器控件可以嵌入到开发的软件中，可以在控件外围提供更多更合理的操作

界面满足更符合需求的设计行为，执行对控件接口方法的调用实现相应功能。通

过对控件属性参数的设置，可以自定义设计器控件的行为与外观，如禁用部分功

能、隐藏部分界面，这样更能满足最终用户的操作能力，防止误操作等。 

下图展示了将设计器控件嵌入在浏览器网页中，提供在线设计报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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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用查询显示方式展现报表 

Grid++Report 的查询显示控件的主要作用就是以表格的形式在屏幕上展现报

表数据，类似常见的 DataGrid 控件那样展现数据。在开发报表功能时，通常会把

查询出来的报表数据用 DataGrid 控件进行屏幕查看，另外采用报表工具实现数据

的打印输出。而 Grid++Report的查询显示控件本身就具备 DataGrid控件那样的功

能，所以不需去用 DataGrid控件来实现报表数据查询显示功能，让报表查询展示、

打印、打印预览及数据导出等集成一体化实现。这样不仅减少了开发工作量，更

能保持数据在不同展现方式下的一致性与完整性。 

查询显示控件是 Grid++Report 独有且最具特色的部分。报表数据在其中展现

时，能够与用户进行交互，实现数据的穿透查询(透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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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报表数据按条件查询 

同一报表，可以不同的查询条件产生报表数据，报表也会生成不同的结果。用

户在查看报表的过程中，可以输入需要的数据筛选条件，以便看到需要的报表数

据，查询显示控件支持数据的刷新显示，并具有极快的响应数据。 

5.3.2 报表动态列 

同一报表，不同的用户会有不同的查看视图方式，即使是同一用户在不同的时

间也要按不同的视图方式来查看。实现报表数据列的动态显示是报表动态视图的

重要方面，主要包括数据列的显示与隐藏，数据列的宽度与顺序的动态设置。动

态设置结果可以反映到打印输出。 

实现数据列的显示与隐藏有两种方式：首先是查询显示控件提供了显式列的隐

藏与设置接口方法，也提供了设置对话框，这样既可以用代码控制，也可以直接

显示内部的设置对话框进行设置。其次报表引擎对象上也可以用接口控制列的显

示与隐藏，在重新定义列后，刷新报表的显示就可以得到新的显示视图。 

数据列的宽度与顺序在查询显示控件上可以通过拖放的方式进行调整，也可以

用编程接口进行调整。 

5.3.3 报表显示外观与格式自定义 

用报表的编程接口可以动态改变报表的显示外观与数据格式定义，查询显示控

件提供了快速刷新方法，重新定义后的报表可以快速更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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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报表透视(穿透查询) 

查询显示控件提供了用户操作交互响应事件，通过对事件的响应，可以进行报

表的穿透查询。比如对鼠标双击数据行的响应，实现从汇总报表根据双击数据行

来打开明细报表，明细报表以汇总报表的当前数据行的数据作为报表数据的筛选

条件。图表也能响应交互事件，也能实现图表的穿透查询。 

5.3.5 数据分批读取与数据分页显示 

查询显示控件支持数据分批读取。虽然几十万笔数据在查询显示控件中可以快

速的显示出来，但从数据库服务器中查询出几十万笔数据还是给服务器造成了极

大的运行负载，也是非常大的网络传输量，所以对于超大型数据量报表，还是应

该考虑实现分批取数。对于查询出大数据量的报表，用户一般不会认真的浏览，

而是会设置新的查询条件重新获取报表，所以将超大数据量一次性查询出来是对

计算机运算资源的极大浪费，另还因为不能及时展现出报表，用户使用体验也不

好。 

查询显示控件在默认情况下以连续不间断的方式展现数据，通过窗口滚动查看

不同部分的数据。通过简单的属性设置，也能按分页的方式显示数据，既能按数

据的条数进行分页，也能根据窗口的大小自动进行分页。 

5.4 打印与打印预览报表 

5.4.1 概述 

将报表按打印预览或打印输出的方式展现出来是报表展现的重要方式，

Grid++Report 这方面的功能同样非常强大，并提供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功能。

Grid++Report的打印预览功能由打印显示控件提供，默认已经用打印显示控件实现

了打印预览窗口，只要调用报表的打印预览方法就可以显示默认打印预览窗口。

开发者也可以用打印显示控件实现自定义的打印预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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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自定义打印预览界面 

开发者用打印显示控件实现自定义的打印预览窗口，满足实际需要的个性化要

求。通过属性的设置，可以指定初始进入的视图方式、显示百分比、是否显示标

尺、是否开启预览数据编辑功能等。默认工具栏也可以定制，可以增加新按钮，

也可以隐藏某些按钮，并可以重新排列按钮。 

5.4.3 缩放打印 

Grid++Report支持缩放打印，如按 A4 纸张生成的报表用 A3 纸张输出就是放

大打印，如按 A3纸张生成的报表用 A4纸张输出就是缩小打印。在打印对话框中

选择缩放打印的纸张可以实现缩放打印，也可以调用接口用代码直接指定缩放打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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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多版面打印 

Grid++Report支持多版面打印，也就是说报表中的多页数据可以在一页纸张中

平铺输出，如按 A4纸生成的报表用 A3纸以 2个版本输出，在一页 A3纸上输出

了两页报表。下图是一个报表以四个版面打印在一张纸上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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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打印预览编辑数据 

只要开启打印显示控件的数据编辑功能，在预览时就可以对报表中的文字数据

进行编辑修改，如果进行打印，输出的数据为修改过的。 

5.5 全面的数据导出 

Grid++Report支持的数据导出格式包括：Excel、RTF(Word)、PDF、图像、文

本、HTML、CSV等。PDF与图像导出与报表的打印输出保持完全一样。Excel、RTF

与HTML因为其本身格式与报表格式不能做到完全一一对应，在导出格式上可能会

有一些差异，只要在设计时注意一些事项，一样可以得到很好的导出效果，相关

注意事项在帮助文档中有专门的说明。在导出时，有很多选项可以进行设置，满

足个性化导出要求，如导出 Excel时，既可以按打印预览那样的分页方式，也可

以按完整表格的方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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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表格报表 

Grid++Report 的明细网格部件是整个产品的核心之一，这也是 Grid++Report

区别于国外条幅式报表工具的最大方面。有了明细网格部件，实现各种表格报表

非常方便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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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分组报表 

在 Grid++Report 中定义分组非常非常方便，插入一个分组，设定分组依据字

段，在分组头尾拖放合适的显示内容部件框，这样就完成了报表的分组功能。分

组头尾上的统计框将自动对分组范围内的数据进行统计。 

 

Grid++Report支持按页分组，按页分组不用设置分组依据字段，页分组在每页

自动产生分组项，并对本页的数据进行统计。 

 

Grid++Report支持按自定义条件进行分组，如果分组不能跟据字段值的变化来

产生，就可以在报表事件或脚本中根据条件控制分组的生成。如根据考试分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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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段产生优良好中差各等级分组，这样的分组不能根据某个字段值的不同来产

生分组，而是用代码在报表事件中控制分组的生成。 

 

分组单元格合并 

中式报表的分组通常占据单独的一列，将相同数据项抑制为一次显示，

Grid++Report对这样的分组要求进行了专门的实现，不用进行任何编码就能实现这

样的功能，并能实现多级分组单元格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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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多层表头 

在 Grid++Report 中定义多层表头非常方便，支持拖放的方式重新排列表头定

义。多层表头没有层数限制，每层的高度也可以设置为不一样。 

 

5.6.3 多栏报表 

只要设置明细网格的页栏数属性就让报表成为多栏报表，数据的输出顺序可以

指定为先从上到下方式，或先从左到右方式。 

 

5.6.4 打印自适应策略 

对于表格报表，Grid++Report有多种打印策略来适应报表的打印输出，如同一

报表用不同的纸张输出，同一报表在不同的视图状态下输出，不同的输出方式都

能得到很好的自动适应。如同一报表用 A4与 A3输出，都会得到理想的输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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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适应策略方式有缩放适应、横向分页、自动绕行等，具体可以看网站上的

演示：http://www.rubylong.cn/WebReport/Tutorial/printadapt.htm。 

5.6.5 追加空白行 

Grid++Report可以在每个分组的尾部与整个报表的尾部追加空白行，让整个表

格显示的更完整，则样的要求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遇到，用 Grid++Report 只需设

置属性就可满足要求。另 Grid++Report 还可以将表格自动延伸到每页的底部，这

样让每页的表格更加整齐。 

 

5.6.6 自由格 

Grid++Report的明细网格通常是将每项数据显示在一列中，这样的处理方式让

其开发表格报表快捷简单，但是 Grid++Report 一样可以像其它的条幅式报表工具

那样自由排列内容。只要将格设为自由格，就可以自由插入并排列报表数据元素，

这样就可以方便的制作自由排列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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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交叉表 

Grid++Report 实现了功能强大的交叉表功能，只要按规则定义交叉表相关属

性，就可以得到功能完备的交叉表。不仅能自动根据交叉定义产生交叉表，还能

对交叉出来的数据进行自动统计分析，如横向求和求平均、纵向求和求平均、比

重百分比分析等。统计可以自动产生，简化定义过程；也可以自定义，满足个性

化的要求。 

5.7.1 按项目交叉 

根据横向与纵向交叉项目自动交叉产生报表，报表横向列根据横向的交叉项目

自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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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按日期期间交叉 

横向按日期期间项产生交叉列，日期期间类型有：日、周、旬、半月、月、季 、

半年、年。在设定好日期范围与期间类型，Grid++Report将自动产生对应的期间交

叉报表，这样就很容易实现常见的年度报表、月份报表等。 

 

5.8 子报表 

5.8.1 多数据源报表 

如果一个报表由多个部分组成,且每个部分的数据来自不同的数据源,子报表

就是就是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而设计。如果一个报表中有多个不同的表格要显示，

就肯定要用子报表来实现。 

Grid++Report 在内部这样约定：当子报表在运行时，子报表中的参数会自动

从主报表中同名的参数或记录集字段中取值。利用这点特性，就可以让子报表根

据主报表的当前数据获取子报表的数据。如果在子报表中应用参数化的查询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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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并让应用到的参数与主报表中的参数或记录集字段同名，这样就自动实现

了主子报表的数据关联。 

5.8.2 表中表 

表格中包含有下级表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中表，这样的要求必须用子报表

来实现。这样的报表主表有明细网格，在明细网格的内容格或分组头尾中定义子

报表，子报表在运行过程中会多次生成，内容行或分组头尾每显示一行，其中的

子报表就会生成一次。通过参数关联，子报表可以自动获取主表中的数据。 

 

5.8.3 多报表集成 

有时需要将多个报表集中在一起展现，或一次性打印输出并装订成册。用子报

表就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Grid++Report为满足这样的要求，实现了专门的独立子

报表要求，独立子报表在运行时单独生成，不用与主表进行叠加，所以独立子报

表生成速度要比普通子报表快。独立子报表在生成时将应用其自身的页面设置参

数，这样就可以在同一个报表中产生不同页面大小与方向的报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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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独立子报表在导出 Excel时，能将不同的报表分别导出在不同的工作表中。

设置子报表的“导出到新工作表”属性为“是”，这个子报表在导出 Excel时将单独产

生在一个新工作表中。  

 

5.9 图表 

Grid++Report 提供了柱图、饼图、折线图、叠加柱状图、散列点图、散列连

线图、曲线图、散列曲线图、气泡图等多种图表，可以实现全部常规的图表功能。

图表功能通过图表部件框来实现。图表数据既可以在报表设计时提供，也可以在

报表运行时动态提供。图表部件框可以插入到任何类型的报表节中，在内容行、

分组头与分组尾节中，同一图表可以多次输出，并可以为每次输出提供不一样的

数据。图表在查询显示时，提供了交互事件，通过对交互事件的响应为图表提供

穿透查询分析功能。图表在查询显示时还可以为图形与图例的显示区域指定特定

的鼠标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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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图像 

Grid++Report提供了图像框用来显示多种格式图像，包括 bmp、jpeg、gif、

png、wmf、emf 等多种图像格式。通过设置图像框的属性可以用多种缩放与布局

方式显示图像。图像数据一般比较大，Grid++Report为此专门做了很多优化设计，

即使是合计几GB的众多图像都能在报表中流畅显示。图像集合功能为一个图像在

报表中多次出现提供了优化便利的实现手段。 

提供了多种图像数据来源方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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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用共享图像集合中的图像。  

2. 引用系统图标。  

3. 在报表设计时将图像数据保存在报表模板文件中。  

4. 在报表运行时从图像文件中载入，图像文件既可以是电脑本地文件，也可以

是WEB服务器URL处的图像。。  

5. 关联二进制字段，载入二进制字段值中的图像数据。  

 

5.11 条形码 

Grid++Report具有丰富的条形码功能，其条形码格式完全满足各种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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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全部常用一维条形码，共计 25种。二维条形码支持 PDF417与 QRCode，这两

种二维条码能很好的支持汉字数据，是国内最常用的二维条形码。采用矢量绘图

方式，保证在各种大小与各种输出精度的设备下都能完美输出，打印出的条形码

精度高且易识别。 

 

5.12 报表脚本 

报表主对象的事件都有对应的脚本属性对应，在很多报表对象上都有脚本属

性。通过在脚本属性中编写 JScript 或 VBScript 代码实现对报表生成与行为进

行自定义控制。报表脚本编程可以在报表模板中直接实现对报表的自定义控制，

通过修改报表模板而不是修改源程序达到对报表运行行为的维护修改。 

Grid++Report 采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内建的脚本语言： JScript 与 

VBScript，不用学习专用的脚本语言。JScript 与 JavaScript 几乎是完全相同

的，VBScript是类似 VB 语法的脚本语言。考虑到 JavaScript 是目前最流行的

脚本编程语言，我们也建议大家在报表脚本中采用 JScript 脚本语言。 

为浏览报表中的全部脚本代码提供了专门的查看窗口，以便集中检查脚本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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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数据统计与计算 

Grid++Report 支持四则表达式运算，表达式中的变量可以是报表中的多种数

据，如：字段、参数、系统变量、统计函数等。 

 

Grid++Report支持丰富的统计函数，统计的数据可以是单项数据，也可以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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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表达式。支持的统计函数有：合计、平均、个数、最小值、最大值、方差、总

体方差、标准偏差、总体标准偏差、平均偏差、偏差平方和、空值个数、非空值

个数、非重复值个数、非空值平均、第 N个最小值、第 N个最大值、字符最小值、

字符最大值。 

 

对于一些特殊的统计计算，可以采用报表事件编程或报表脚本编程来实现。总

之，采用 Grid++Report可以满足各方面的数据统计分析要求。 

5.14 报表元素自动布局 

Grid++Report报表内容提供了多种自动布局方式，可以将报表内容设定到合理

的相对位置，这样就可以在动态的显示条件下得到理想的显示效果，从而适应用

户动态变化的显示环境。自动布局功能不仅能减轻排列报表位置的工作量，也是

Grid++Report能很好满足动态报表开发的重要因素。自动布局方式有：居中、锚定、

停靠与对齐列。 

居中方式指定在水平与垂直方向上保持位置的居中，报表元素始终处于所在容

器的中间位置。例如一个表格报表的标题文字通常希望其处于水平位置的正中间，

通过设定居中布局方式就能自动让报表标题始终显示在水平中间位置，即使这个

报表用不同大小的纸张打印，报表标题都会显示在水平中间位置。 

锚定方式保持报表部件与容器的四边中的一个或几个边界的距离固定，即不管

容器是变大或变小，报表部件与锚定边的距离始终保持不变。 

停靠方式指定报表部件采用怎样的方式充满显示区域的某一边或整个区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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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部件的大小会自动跟随容器的大小改变而改变。停靠的方式有：左端、右端、

上端、下端与充满。比如充满停靠方式始终占据容器的全部未被其它部件框占据

的区域，如果容器中只有一个报表部件，则其始终占据容器的全部内容。 

指定对齐到列与对齐列方式可以让表格之外的报表部件与列始终保持对齐，当

列的位置与宽度发生变化，相应的报表部件也会跟随发生变化。很多表格报表的

报表头尾中的报表内容需要与数据列保持对齐，有了对齐列功能就能轻松满足这

样的要求。 

5.15 票据打印(套打) 

Grid++Report 非常适合开发票据套打。其设计背景图与页面视图功能可以精

确快速定位要打印的内容。其每页打印固定行数功能让套打带明细表格的票据更

方便，如发票，送货单等。提供了数字金额大写功能，实现与财会相关票据不用

写代码。 

下面说说 Grid++Report 对实现票据套打提供了哪些专门支持与便利条件： 

1. 打印纸张尺寸自定义：在设计报表时可以在页面设置参数中设定自定义的纸张

尺寸，这样报表在打印输出时就会将设计时设置的自定义纸张做为默认的打印

纸张。报表在运行时，Grid++Report 提供了编程接口可以改变打印输出的纸张

参数，这里我们一样可以将报表的打印纸张设定为自定义纸张。  

2. Grid++Report 提供了页面设计视图，报表设计面板按设计页面的的实际尺寸显

示，配合面板旁边的设计标尺就可以将报表内容定位在准确的位置。在打印输

出时报表内容将准确的输出在其设计时定位的位置。  

3. 提供报表设计背景图功能，报表设计背景图在页面设计视图中平铺显示成设计

面板的背景。如果将空白票据扫描成图像，将此图像作为报表设计背景图，这

样此背景图就成为定位报表内容的参考，可以快速将报表内容拖放到合适的位

置。只要扫描图像与实际没有明显的扭曲变形，就一定可以得到准确的套打定

位结果。  

4. 明细表格类票据（如发票）一般都是固定明细行数的，Grid++Report 的每页输

出固定行数功能正好与票据这样的要求想吻合，这样保证了票据明细条目的准

确套打。  

5. 报表内容在设计时可以指定打印类型，报表打印输出时指定输出模式，报表内

容只有在其打印类型相匹配的打印输出模式下才会打印出来。这样在开发票据

套打时，可以将整个票据的内容都设计出来，这样我们可以在预览票据时可以

看到整个票据的完整内容，通过指定打印类型而让不应该在套打输出时打印的

内容被忽略掉。  

6. 打印输出可以设定打印偏移量，打印偏移量还可以在本地电脑保存，保证用不

同打印机打印都能准确输出到相应位置。  

总之，Grid++Report能满足各种形式的票据打印要求，已经被很多用户选择

用来开发票据打印，航天信息及其多家地方子公司已经选用Grid++Report。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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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ubylong.cn/doc/print_bill_index.htm 上有更多有关Grid++Report票据

打印方面的说明与演示。 

 

 

5.16 长篇文章打印(合同与公文) 

在很多软件中要实现长篇文章加上动态数据的打印，就是以长篇文章为模板，

里面有很多空白项用具体的数据填写，并将两部分数据有机糅合在一起进行打印。

比如最常见的合同与协议书打印，其都有固定的模板，但每份中的签约客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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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产品、数量、日期等信息项不一样。用软件实现合同与公文打印的目标就是自

动化融合文本模板与动态数据，提高工作效率并避免手工操作的易出错性。 

要方便的实现合同与公文打印，报表开发工具要能满足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能

方便的编辑排版文章模板格式；二是能在文章模板中嵌入动态数据域，且在运行

时用具体的值替换数据域。Grid++Report在功能上能很好的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是进行合同与公文类打印的最佳报表工具。Grid++Report的综合文字框具有字间

距与行间距设置功能，还具有HTML标签功能。支持的HTML标签有：文字加粗、

文字倾斜、文字下划线、上标、下标、文字大小、文字颜色、切换字体与图标等。

其中的图标标签可以在文字中绘制各种常见图标，如协议书中常见的条目打勾选

择框。综合文字框能方便的编排出合同与公文所要求的格式，是Grid++Report进

行合同与公文打印的优先选择。Grid++Report的RTF文字框能编排出更复杂的格

式，并能将WORD等办公软件编排好的格式文本复制过来，所以用RTF文字框也可

以实现合同与公文打印。 

综合文字框与RTF文字框的文本数据中都可以插入动态数据域，且两者的数据

域功能是完全一样的，数据域在运行时将被具体的数据替换。数据域支持的数据

有：字段、参数、统计函数、系统变量、数学运算表达式与文字框文字引用等。

数据域可以设置格式，方便数据按要求的文字形式展现出来。同一数据可以多次

引用，且可以设置不同的格式，比如一个日期数据，用不同的格式显示其年、月、

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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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分行业用户列表 

以下是Grid++Report的部分用户，在合同中申明不作为典型用户的用户与众

多以个人名义购买的用户都没有列出。Grid++Report的用户基本是软件公司，下

面的行业分类基本是以用户开发的软件所处的行业来进行划分的。由于很多软件

公司会开发多个行业的软件，另锐浪软件对用户的信息可能也了解得不够准确，

有些用户归类可能不太准确。 

行业：GIS   

北京地林伟业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天地数字地理信息开发中心 

    

行业：安全与监测   

北京三维力控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亿百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友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网控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金力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安达通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迅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澳斯联科实业有限公司 

沈阳易捷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电力水利   

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江苏中凌高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东邦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送变电工程公司 

上海华电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网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拓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威海海源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西安创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行业：房产物业   

常州易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卡玛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建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服装纺织   

常州兰哲软件有限公司 东莞昌润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惠特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加信软件公司 

广州早晨软件有限公司 济南市巴路马软件有限公司 

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 浙江阅海科技(斯海军) 

    

行业：国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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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三室（中国航天员中心） 解放军保密委员会技术安全研究所 

南京峻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建筑施工   

北京今达标正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金润方舟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博软 北京筑业新胜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建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缆软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殷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新奔腾软件有限公司 

昆明易佳创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李威 

南昌明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宁市安拓软件有限公司 

青岛卡玛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鲁班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神建龙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艾可立可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建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吴怡顺 

武汉经典软件公司 武汉经典软件有限公司 

武汉市光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金维达科技公司 

重庆八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行业：交通运输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份有限公司监控收费中心   

    

行业：教育院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 

北京卓学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外国语学校 

合肥工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图像所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电子技术学院 军事交通学院 

辽宁省丹东市第五中学 上海理工大学 

西安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重庆通信学院地管部网络与信息安全教研室 

装甲兵工程学院   

    

行业：酒店餐饮娱乐    

北京鼎运达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熙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商汇高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宇宙人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福建海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时代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钜林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青岛加加软件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钜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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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煤炭矿产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煤炭科学研究所南昌煤矿仪器设备厂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沈阳研究院 太原易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其它单位自用软件   

佛山市日丰企业有限公司 福建华冠光电有限公司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康达有限公司 河北省吴桥县广播电视局 

上海吉丽仕化工有限公司 太阳线缆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时创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西安航天航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沙湾县信用联社 优比（中国）有限公司 

    

行业：其它行业软件与系统集成   

北京安飞荣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格道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浩赛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经华智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拓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正则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滨浩顺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亳州长水软件 

大庆市庆联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利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日丰企业有限公司 广西计算中心 

广州市晶密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市图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心意软件 杭州博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中盛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焦作易盛管理软件 

河南省驻马店市教育局 惠州市苏瑞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润滋科技有限公司 灵闪科技 

旅程同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泉州市视通光电网络有限公司 

山西索易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极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颐信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汕头市环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大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锲心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嘉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澳斯联科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讯通电脑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宁科通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台湾天翔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时创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滕州联胜软件有限公司 天翔科技有限公司 

天宇立维深圳分公司 武汉至诚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泰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方正科技有限公司 

亞太電腦網絡有限公司,佛山利澤諮詢有限公 烟台赛格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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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比（中国）有限公司 漳州国友软件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一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南烛业有限公司 

重庆云伦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企业管理(ERP/财务/MIS/CRM/SCM)   

ControlPoint Surveying, Inc. WINDSOR JOILLIERS MANAGEMENT LTD 

安徽航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金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鞍山凯希达软件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鞍山凯希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包头开元数码有限公司 包头市开元数码有限公司 

北京平章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丽科技 

北京新中工软件开发中心 大连天语软件有限公司 

代继业 东莞市和安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弘华电脑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旭晟电脑软件服务部 

东莞市索夫特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方天科技软件有限公司 

福建莆田新思维软件有限公司 福州东月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科税信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赛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保达计算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惠特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九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一对一软件有限公司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康达有限公司 

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湖北佳兴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创源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盛天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能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普联软件(济南)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易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航天金穗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企友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e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贝依菱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世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众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开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蓝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深软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森海软件有限公司 沈阳山大鸥玛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迅雷计算机有限公司 苏州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苏州市方天科技软件有限公司 唐山盛世恒达电子有限公司 

同力天合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佳玉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维格英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锐贝科技有限公司 

一泰电脑有限公司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圣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京通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圆天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智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Grid++Report5产品白皮书 
www.rubylong.cn 

广州锐浪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专注、专心开发最好报表工具 46/47 

行业：人事办公档案(HR/OA)   

安满能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星震同源数字系统有限公司 

广东珠海泰坦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合肥晶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易科德软件有限公司 青岛元果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太阳帆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石家庄翼翔软件 

珠海天扬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软件外包   

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华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石油化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   

    

行业：通信电子   

福建鑫诺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高新兴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三强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维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拓纬电子商行 浙江红相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中国振华（集团）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 中国振华新云电子元器件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东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行业：外贸   

宁波市豪雅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鹏芳祺贸易有限公司 

    

行业：物流货运   

广州市新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长宏国际港口有限公司 

上海泛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海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四道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天宸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春光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行业：烟草   

成都慧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通方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行业：医疗卫生   

北京海龙马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斯博思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好友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惠州市新易用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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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远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北方重工集团医院 

青岛雨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众阳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影易医学影像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思迅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当代医院管理研究院 延边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建设卫生院 郑州新益华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仪器仪表   

北京敏视达雷达有限公司 北京智新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博日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水文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金力试验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博达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诺甲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深圳市澳斯联科实业有限公司 

沈阳唯实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银行金融   

北京奥拓思维软件有限公司 七台河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安怡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行业：政务财税   

北京京云万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兴财信息技术开发公司 

常州市维邦网络软件有限公司 福建省派活园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河北邢台市桥西区地方税务局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 

青岛易科德软件有限公司 山西兴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中山市博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盈信科技有限公司 

    

行业：珠宝行业   

深圳市龙旗世纪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