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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葡萄城
葡萄城成立于 1980 年，是全球最大的控件提供商、微软认证的金牌合作伙伴和 Visual Studio Industry

Partner 技术合作伙伴。葡萄城控件支持微软所有的技术平台，包括 Windows Forms, ASP.NET, MVC,
Silverlight, WPF, Windows Phone，以及支持 HTML5，WinRT 和 WinJS 的开发工具。我们的控件为有
控件需求的开发人员而开发，让他们更专注于业务逻辑，在其他地方你无法找到如此强大的报表工具、与
Excel 有类似功能的表格控件、以及精心设计的商业智能工具和数据可视化工具。葡萄城的主要控件产品，
如 ComponentOne、Spread、ActiveReports 等在国际控件行业屡获殊荣，并且在全球被数十万家企业、
学校和政府机构等选择在他们的项目中使用。

西安葡萄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是葡萄城集团在中国的主要研发机构，致力于为全球客
户提供先进的控件产品和服务，其开发的多代控件产品在亚洲和欧美市场占据领先地位。除向中国用户提
供自主研发的控件产品外，西安葡萄城还精选国外的优秀控件产品推荐给中国用户，已与文字处理控件的
市场领导者 TX Text Control、图像处理开发工具领域的全球领先产品 LEADTOOLS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独
家负责其全线产品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宣传、渠道建设和技术服务。

二.

产品介绍

1. 产品特点
ActiveReports 报表解决方案以提供.NET 报表所需的全部报表设计和管理功能领先于同类产品。包括
强大的交互式报表功能、丰富的数据可视化方式、与 Visual Studio 的完美集成、以及对 HTML5 /
WinForms / ASP.NET / ASP.NET MVC / Silverlight / WPF、Windows Azure 和 Java/PHP/Node.js 多
平台的支持。通过使用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您除了可以创建常用的子报表、交叉报表、分组报表、
分栏报表、主从报表等企业报表外，还可以创建具备数据筛选、数据排序、数据钻取、报表互链等交互能力
的数据分析报表，并把数据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快速为应用程序添加强大的报表分析功能。同时，凭
借 ActiveReports 报表服务器（需单独购买）所提供的报表管理、即席报表设计、权限分配、自动运行计
划、多种发布方式、以及自动负载均衡等功能，可快速搭建企业级自助式报表服务平台， 并为终端用户提
供桌面/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上的报表浏览和管理能力。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029-8833198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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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报表

交互式报表

数据可视化

跨平台与设备

报表服务器

以最便捷的方式创建

提供商业智能报表所

内 置地图 控件、

可在.NET 多个平台无

报表服务器(需单独购

数据清单报表、分组报

需的，向下钻取、贯穿

2D/3D 图表、迷你图、 缝迁移，也能扩展到

买)提供的报表管理所

表、分栏报表、交叉报

钻取、动态过滤、动态

数据条、信号灯以及图

Java/PHP/

Node.js

需的常规设置、权限分

表、并排报表、统计报

排序等功能，让报表数

标集等数据可视化解

等 Web 应 用 。 对

配、自动运行计划、多

表等常用报表模型，并

据分析更加直观和便

决方案，易于挖掘数据

IE/Chrome/Firefox/

种发布方式、以及自动

分布和发展趋势。

Safari 有良好的兼容

负载均衡等全部功能。

提供直接打印、套打、 捷。
导出等报表输出方式。

能力，并支持平板电
脑、智能手机等移动设
备。



多种报表模型,满足交互式报表等复杂报表需求
o

RDL 报表：提供最强大的报表交互能力，可轻
松实现各种交互式报表。内置参数可实现数据
过滤；支持设置交互式排序；向下钻取可让用
户选择隐藏或显示明细数据；贯穿钻取可实现
多个报表之间的数据钻取分析。

o

页面报表：运行时的报表页面与设计时完全保
持一致，各控件的位置和大小都不会改变，非
常适合创建传统的纸质报表格式，如用于设计
财务单据、银行帐票等格式要求严格的报表。

o

区域报表： 报表被分为不同的区域进行设计，
缺省包括页眉、明细和页脚区域，也可插入报
表头/报表尾和分组头/分组尾区域。在该模型
中您可以直接通过 C#和 VB.NET 代码控制报
表生成的整个过程，实现高级的报表定制操
作，以创建子报表、分组报表、分栏报表、主
从报表等多种报表系统。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029-8833198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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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报表交互功能，为商业报表提供强大数据分析能力
传统报表以显示、打印和导出数据为主，而现代商业报表更需要对报表数据进行分析，ActiveReports

为最终用户提供多种交互式报表功能，实现商业报表智能化分析：
o

贯穿钻取： 从汇总报表跳转到明细报表，深度
挖掘数据关系

o

向下钻取： 根据用户的需要，可直接切换显示
或隐藏明细数据

o

数据过滤： 内置组合条件、多值、级联过滤功
能，便于筛选数据

o

交互式排序： 提供分组、表格、报表和数据源
多种级别的排序操作

o



文档目录： 有效组织报表内容，快速导航至指定数据所在位置

丰富的数据可视化呈现，便于发掘数据分布和发展趋势
为了满足迅猛发展的数据可视化需求，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在提供基本报表版面控件的基础上，还

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可视化手段：
o

图表： 数十种二维和三维图表，是呈现数据分
布和发展趋势的最常用的方法

o

地图： 显示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数据，支持
ESRI,

Bing,

Google,

OpenStreet,

Mapquest 地图数据
o

迷你图： 在表格单元格中直接插入折线图/柱
形图/盈亏图，显示数据趋势

o

数据条： 条状的长度表示数据大小，常用于显
示关键性能指标（KPI）

o

图标集： 包括箭头/形状/信号灯/等级

o

数据高亮： 将具有特殊含义的数据使用不同
的颜色进行突出显示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029-8833198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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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平台支持，安全共享和交换报表数据

ActiveReports 提供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报表浏览器，能将您的报表部署到多种应用平台上。内置有
HTML5、WPF、Windows Forms、ASP.NET、Flash、Silverlight 以及 Raw HTML 报表浏览器，所有报
表浏览器都内置了打印、检索、文档目录以及多页缩放显示功能，并支持用户定制操作。同时，ActiveReports
支持完全信任级别的 Microsoft Windows Azure 云服务，使用户可以把报表应用迁移到 Windows Azure
云平台上。
为了满足报表数据的安全共享和交换需求，
ActiveReports 提供了丰富的导出功能。ActiveReports
支持将报表内容导出为 PDF 文件，并能对 PDF 文件就
行高级加密操作，还提供了对国际化字体的全面支持；
此外，还可以将报表内容导出为 Excel、RTF、HTML、
Text 和 TIFF 文件。通过 ActiveReports 提供的 API 可
以控制导出操作过程中的各种属性设置。



报表服务器，为企业快速搭建自助式报表服务平台

ActiveReports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报表解决方
案，报表控件满足任意类型报表设计需要，报表服务器
为报表管理提供全部宿主能力。通过 ActiveReports 报
表服务器，企业可以快速搭建集多用户报表操作，权限
管理，自动运行计划，数据缓存，负载均衡，多种发布
方式于一体的自助式报表服务平台, 并为终端用户提供
桌面/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上的报表浏览和管理能力。



与 Visual Studio 完美集成，灵活易用的报表定制和自定义控件嵌入

除了独立运行的报表设计器，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还提供了与 Visual Studio 完美集成的报表设计
器和.NET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开发人员可完全控制报表处理引擎，如通过事件和属性来控制数据检
索、数据转换、布局和最终呈现等操作，灵活高效地完成报表开发。同样，开发人员也能够通过 API 完全控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029-8833198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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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生成的报表文档，并可以选择性打印或者导出、添加印章、N-页、装订打印等操作。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是一个开放的报表工具。
在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中除了可以使用内嵌的控件
外，用户还可以根据业务的需要自定义控件，当然也可
以直接在报表页面上放置其他第三方的控件。例如，您
可以在 ActiveReports 页面中嵌入一个 Spread 表格控
件，或者 嵌入自 定义的 温度显示 控件等 。 另 外，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专业版用户可以免费地将报表
设计器控件发布给最终用户，从而非常方便地实现用户
报表自定义功能。



零版税快捷部署，降低成本和 IT 负担

使用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的用户在部署应用系
统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置、也不需要繁琐的产品激
活过程，只要用 XCOPY 命令将 ActiveReports 报表控
件程序集进行部署，或是把它们放在全局程序集缓存
(Global Assembly Cache, GAC）中即可。部署工作免
去了在服务器端或客户端进行更多的安装操作，简单快
捷。
同时部署也是零版税，用户无需因为部署服务器的
数量或并发数二次付费。

2. 产品优势


高品质、用户广

ActiveReports 在全球拥有超过 200, 000 家客户，世界 500 强企业中有 75%的 企业正在使用
ActiveReports 产品，近十年一直是全亚洲最畅销的报表控件产品。在中国市场用户覆盖非常广泛，包括：
石油能源、银行金融、航海航空、钢铁制造、财务管理、铁路工程、电力系统、电子商务、现代医疗、人事
管理、工程管理、办公自动化、生产制造、酒店管理、地产管理、仓储物流、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著名软
件企业等行业。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029-8833198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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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厂中文服务

目前，国际领先的报表控件产品绝大多数由国外厂商提供，而中国用户在使用国外产品时可能遇到，缺
少中文产品文档、沟通语言不便、时差延误、新需求难以提交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产品/项目研发进度
和成本投入。而 ActiveReports 不仅是一款全球领先的报表控件产品，也是唯一一款在中国市场同时拥有
产品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团队的国际化产品。西安葡萄城控件直接为中国用户提供中文产品、中文文档、
中文演示程序、中文技术论坛和电话支持等本地化服务，让你所遇到的问题总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处理，大大
降低你对产品的学习成本、缩短产品/项目研发周期。



倾听用户需求

ActiveReports 产品采用 1+2 的产品发布模式，每年发布一个主要版本、两个维护版本，每个版本均
会添加若干新功能，同时，会对现有功能进行不断增强。而我们的全球产品经理和技术服务团队除了与你进
行日常技术沟通外，还会定期对你进行回访，倾听你的使用反馈和功能建议，并将收集到的信息提交产品研
发团队，在第一时间讨论来自用户的需求，并在最短时间内发布更新后的产品或版本，让你在使用产品过程
中不会有任何的担忧和顾虑。



持续改进产品

ActiveReports 产品从 1.0 版本发布至今已经有近二十年时间，研发团队遍及美国、中国、俄罗斯、印
度、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支持的平台也从最初的 ActiveX ，扩展到 HTML5 / WinForms / ASP.NET
/ ASP.NET MVC / Silverlight / WPF、Windows Azure 和 Java/PHP/Node.js 多个平台。而我们为客户
提供灵活易用、功能强大、技术领先的报表控件产品的宗旨却从未改变。



全方位解决方案

葡萄城控件作 为全球最大 控件提供商 ，致力于 为全球客户 提供先进 的控件产品 和 服务，除了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其研发的 ComponentOne 控件套包、Spread Studio 电子表格控件产品在亚
洲和欧美市场同样占据领先地位。西安葡萄城控件除向中国用户提供自主研发的控件产品外，还精选国外
的优秀控件产品推荐给中国用户，已与文字处理控件的市场领导者 TX Text Control、图像处理开发工具领
域的全球领先产品 LEADTOOLS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独家负责其全线产品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宣传、渠道建
设和技术服务。当你有新功能/产品/项目研发需求时，你不必花大量时间去评估产品功能、厂商资质、服务
质量，葡萄城控件会为你继续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咨询和解决方案。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029-88331988-600

7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 V10.0 产品白皮书》

三.

授权方式
ActiveReports 产品的授权方式主要是针对开发人员的授权，即需要为每位使用该控件的开发人员购

买一个开发授权。每个开发授权在同一时间允许一位且仅一位开发人员使用该控件进行软件开发。这种授
权方式与其他常见的开发工具（如 Microsoft Visual Studio）的授权方式一致。使用 ActiveReports 控件
产品开发的应用程序在部署使用时无需支付控件版权费用。例如，如果你有五个开发人员需要使用此控件
进行项目开发，你需要购买五个开发 License，但在项目部署使用时不需要再支付额外的版权费用。
与此同时，葡萄城控件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多种灵活的授权方式：

1. 团队授权 I 型
包含 4 个开发授权，适合小微软件开发企业和拥有 2-4 名开发人员的企业信息中心。

2. 团队授权 II 型
包含 20 个开发授权，适合中小软件开发企业和拥有 8 名以上开发人员的中大型企业信息中心。

3. 企业授权
包含 100 个开发授权，适用于中大型软件企业和集团型企业。包括：


结合客户的项目需求，为开发团队提供产品培训服务，并指导客户快速在项目中应用葡萄城控件产
品。



可通过葡萄城专为金牌服务客户设立的论坛支持专区获得高优先级的在线支持服务。



根据客户购买的支持级别可为客户的技术人员提供工作时间的电话直拨服务，或 7X24 小时的全
天候电话服务。



对于复杂的支持问题提供远程故障诊断帮助，如果该服务可用并且得到了客户的同意，葡萄城技术
人员会通过安全的互联网连接直接连接至用户的系统，以加速并改进故障诊断流程。



四.

主动提供产品的升级通知和新版本培训，帮助客户采用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金牌技术服务
金牌服务是葡萄城控件为用户提供的一个高级专属服务通道，拥有了金牌服务，您就拥有了专属的技术

服务顾问、技术服务热线电话、论坛问题优先处理等全方位及时的技术支持，大大提高了问题的沟通、解决
效率。主要包括如下服务内容: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咨询热线：029-8833198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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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的免费升级
订购年度的金牌服务并且在服务有效期内，您可以免费获取所购产品所有的新版本和维护版本的升级。
我们一直致力于丰富产品的功能、性能及易用性上，让控件帮助您更快地完成工作。这种便利渗入到每一个
发布周期过程和各个版本的开发中。

2. 不限次的电话支持
通过技术服务热线您能够直接和产品专家沟通棘手的技术问题，获取快速及时的帮助。服务时间为法定
工作日上午 9：00~12：30，下午 1：30~5：30

3. 技术社区问题优先处理
金牌服务用户可以升级至葡萄城产品技术社区金牌服务专区，享有问题的优先处理权限。

4. 技术社区全部资源
通过官方技术支持论坛，您可以在线和技术支持专家交流产品使用经验，免费获取视频、源码库、专题
教程和帮助文档等资源。

5. 续订金牌服务
葡萄城对金牌服务用户续订产品提供了较大幅度的优惠，用更低的价格获取专属服务和最新版控件产
品。

五.

产品用户

1. 用户反馈
我项目是为金融设备 ERP 系统所研发，系统包括大量报表相关功能，在选择报表工具时主要从报表工
具的易用性、数据钻取等交互能力、多维数据分析与汇总、图表化显示，以及大数据量下报表的性能方面进
行评估。综合评估了几款控件产品功能之后，我们决定选用 ActiveReports 产品，同时，在使用该产品过
程中厂商提供的全面技术指导也是我们选择该产品的重要原因。查看聚龙金融设备 ERP 信息平台完整案例。
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王雨

我系统除了常规报表显示外，更多的是实现交互式数据分析功能，为消费者、房产公司、开发商提供全
方位的数据服务，通过 ActiveReports 的数据汇总和钻取能力，让我系统的功能和易用性远远领先于同类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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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查看大眼睛房产中介管理系统完整案例。
成都市亿合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宁江明

在项目中用户可以定制报表的输出方式，输出数据的时间段，并在显示的报表中配合以图文方式表现，
在报表产生的过程中，用户需要得到数据的临界值（最大，最小）和时间，在这里我们采用了编程的方式得
以实现，而且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使用了报表模版，这样可以产生多个功能相似的报表，简化了程序的编写
和维护，与 Visual Studio 的完美集成，符合开发人员使用习惯，同时也支持在 MVC 框架中使用，是我们
可以快速的构建报表平台。查看能源管理解决方案完整案例。
吉林省宏康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万毅

我们产品中使用 ActiveReports 控件主要是为了构建一个报表平台，整合公司内多个 CRM，ERP 系
统，统计各地、各产品、各促销的销售数据，为公司高层决断销售方向提供有效数据。在产品研发过程中，
ActiveReports 为我们带来不少价值，大量节省了报表开发的时间。并且贵公司提供的金牌服务也对项目开
发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与技术支持，以后有新的版本和产品希望及时告知，我们乐于继续
合作。更多用户反馈。
成都润鹏商贸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梁海涛

2. 典型用户
ActiveReports 在全球拥有超过 200, 000 家客户，近十年一直是全亚洲最畅销的报表控件产品。在中
国市场用户覆盖非常广泛，包括：石油能源、银行金融、航海航空、钢铁制造、财务管理、铁路工程、电力
系统、电子商务、现代医疗、人事管理、工程管理、办公自动化、生产制造、酒店管理、地产管理、仓储物
流、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著名软件企业等行业。了解更多客户使用产品情况。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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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胜利油田物探研究院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中国石油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东营市杰瑞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软件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



北京轨道交通运行控制系统国家工程研究



河南省地矿信息中心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天津太钢天管不锈钢有限公司



山西太钢不锈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事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燕山大学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东营市杰瑞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



东芝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尼康光学仪器（中国）有限公司



东芝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州际卓逸酒店和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新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粤鹏包装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日电信息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恩梯梯数据（中国）有限公司



江苏源普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华为赛门铁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高科技有限公司



復盛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合盛汇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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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产品详细信息

1. 主要功能


易于使用的报表设计器，提高报表设计效率

使用 ActiveReports 报表设计器，您可以非常方便的设计您所需要的报表。设计器所提供的相关功能
都被集中在主要的五个窗口中：
o

报表工具箱：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提供的所有控件都被放置在 Visual Studio 的工具箱中，用
户可以直接拖拽所需的控件到报表中

o

报表设计： 在该窗口通过拖拽操作便可完成全部设计工作，并提供自动对齐，边距测试等功能

o

报表预览： 通过报表预览窗口，可以在不运行工程的情况下，查看报表运行结果

o

资源管理器： 该窗口可查看当前报表中的所有控件、数据源、字段、参数以及所有报表设置

o

报表层： 该窗口可查看当前报表中的所有层对象，并提供层设置选项



更快速的轻量级报表引擎

ActiveReports 轻量级报表引擎，在后端完成报表数据与模板的合并，并最终渲染报表内容，可有效
减小内存和 CPU 使用率，提升报表运行性能。



可免费分发的最终用户报表设计器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专业版提供无额外版权费用的、可定制的 Windows Forms 最终用户报表设
计器控件。专业版用户可以把这个控件包含在应用程序中，使得最终用户可以创建和修改报表。同时还可以
把工具箱、报表资源管理器和 Visual Studio 属性窗口(Property Grid)也包含到应用程序中，使最终用户可
以具有完备的报表定制能力。



可视化查询设计器

可视化查询设计器(VQD)提供的图形操作界面，使用拖拽的方式创建数据查询语句，并可直接预览查询
结果，无需手动编写任何 SQL 语句，帮助用户更便捷的绑定报表数据源。即使是不熟悉 SQL 技术的最终用
户，通过该设计器也可以迅速完成报表数据源的设计，修改和预览查询结果等操作。



丰富的图表功能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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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和图形是一种通用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方法。ActiveReports 的图表控件支持数十种二维和三维
图表类型，以及复合图表、交互式图表。通过使用图表控件的定制功能，如修改坐标轴、图注、图例等，用
户可以创建任何其所需要的图表效果。用户还可以通过代码把定义好的图表输出为多种格式的文件。



37 种条形码格式

如今很多数据需要被编码为可扫描的条形码，帮助人们来跟踪商品的状态，记 录一些操作程序。
ActiveReports 提供的 Barcode 控件支持 37 种条码格式，其中包括：QR 码、Code39 码、Code25 码、
ITF25 码、Matrix25 码、UPC-A 码、UPC-E 码、EAN-13 码、EAN-8 码等一维条码和 PDF417 等二维条
码。



丰富灵活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以 .NET 平台作为基础， ActiveReports 提供了可扩展的 API 供开发者使用。在 Visual Studio 工具
箱中集成报表控件，且为开发者提供了快速调整模板的工具，比如：字体、对齐方式、边框、大小等。此外，
您可以通过 IDE 属性窗口和脚本或代码来控制每个控件的属性，完全自定义报表的生成过程。



脚本运行时事件

ActiveReports 报表中均可编写脚本事件，并在报表渲染和打印时执行。这些事件在报表打印或预览之
前执行，您也可以在打印操作完成之后执行其他操作。该功能的典型应用场景是当打印完成时，根据打印作
业的结果发送打印成功的通知给最终用户。



支持嵌入任意的第三方自定义控件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是一个开放的报表工具。在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中除了可以使用内嵌的
控件外，用户还可以根据业务的需要自定义控件，也可以直接在报表页面上放置任意的第三方控件，从而满
足您更多的报表扩展需求。



支持将报表导出多种文档格式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支持多种格式的报表导出，包括 PDF、Excel、Word、RTF、HTML、Text 和
TIFF，用户可以将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应用到 WinForms 或 Web 应用系统中。可以在应用系统中自
动生成报表，或由最终用户自己生成。ActiveReports 还为每种输出格式提供一个独立的 DLL，方便用户根
据支持的输出格式进行有选择的使用和部署。



强大的报表打印功能

ActiveReports 提供了报表预览、直接打印、报表套打、即打即停等功能。并提供了多种打印设置选项，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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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开发者可以控制打印任务，页面大小，每张纸上打印多页，双面和小册子打印，水印，以及纸盘等。
开发人员也可以控制报表如何打印输出，在纸张上如何呈现，这对于报表套打和基于纸张的指定颜色打印
是非常重要的（如发票副本打印）。以及一些类似的使用场景，如为不同的报表使用不同的纸托盘（信头股
票和普通股票）
，在奇数页和偶数页打印的是不同的边线和间隔，打印标签或信封等。



根据输出设备决定控件是否显示

同一报表的不同平台下输出格式可能会有所不同（预览，打印、PDF 导出和其他导出）。比如财务发票
套打，预览状态需要显示完整报表内容（包括发票图片背景和实际数据），打印到纸张时只需要打印实际数
据到纸上。ActiveReports 为您提供了该功能，借助报表层的目标设备功能，您可以指定报表中的内容是用
于预览、打印、导出或者三者的任意组合，保证您不需要为不同输出内容定义多个报表。



开箱即用的可定制报表浏览器

ActiveReports 采用一次模板开发，便可在 HTML5 / WinForms / ASP.NET / ASP.NET MVC /
Silverlight / WPF 平台无缝运行，这种跨平台支持能力得益于 ActiveReports 为不同应用程序提供的报表
浏览器控件，该控件除了提供报表操作的打印、翻页、参数、文档目录、查找等功能之外，还支持用户自定
义操作，比如：定制浏览器外观、添加/删除操作按钮等。



水晶报表和 Access 报表转换工具，方便移植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提供水晶报表转换向导工具，可以把水晶报表（2008 和 2010 版本）转换为
ActiveReports 报表。因为两个产品存在着不同，转换的程度依赖于特定的报表版式。同样，用户可以使用
ActiveReports 的 Access 输入向导工具把 Access 报表转换为 ActiveReports 报表。



完全本地化支持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采用标准的 .NET 本地化辅助程序集机制，包括所有控件和报表引擎本地化
所需的全部资源，可以按照最终用户使用的语言进行显示，内置中文、英文、和日文界面。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中所提供的所有报表类型都支持本地化操作。报表内容可以与您应用程序一样的方式进行本地化，
此外，还可以将报表中的部分控件设置为，在任何语言环境中都使用同样的语言，以满足特殊的数据格式显
示要求，比如：在中文、日文、韩文环境中始终将金额显示美元形式。
o

o

货币和日期的本地化设置：


文本框控件



图表控件

用户界面的本地化设置：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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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浏览器控件



对话框



工具条



Flash 报表浏览器控件



最终用户设计器

零版税 XCOPY 部署能力

使用 ActiveReports 报表控件，用户在 Visual Studio 里创建报表，然后可以直接编译成可执行文件，
也 可 以 使 用 基 于 XML 的 RPX 报 表 格 式 文 件 分 发 报 表 而 不 编 译 到 应 用 程 序 中 。可 以 用 Xcopy 将
ActiveReports 程序集进行部署，或是把它们放在全局程序集缓存(Global Assembly Cache, GAC）中。
对象模型支持的报表引擎就如同一个单一的、可管理的强签名程序集。部署工作免去了在服务器端或客户
端进行更多的安装操作，同时部署也是零版税。

2. 运行环境


产品版本：

ActiveReports v10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8.1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Server 2008 R2
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Server 2012 R2



.NET Framework 版本：

.NET Framework 3.5 SP1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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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Framework 4.0
.NET Framework 4.5
.NET Framework 4.5.1



编译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2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
备注：不支持 Express 版本



Silverlight 版本：

Silverlight 4.0
Silverlight 5.0



ASP.NET MVC 版本：

ASP.NET MVC 3.0
ASP.NET MVC 4.0
ASP.NET MVC 5.0



IIS 版本：

IIS 5.1
IIS 6
IIS 7
IIS 8



数据库：

SQL Server
Oracle
Access



浏览器版本：

IE 7
IE 8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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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9
IE 10
IE 11
Firefox 5 +
Chrome 17 +
Safari 5.0+



Flash 版本：

Flash11+
备注：在设置 WebViewer 的 ViewerType 为 FlashViewer 时需要 Flash 的支持

3. 版本比较
下表列出了 ActiveReports 10.0 标准版和专业版的主要区别
标准版

专业版

设计器
区域报表

通过基于区域布局的方式来设计报表，这种设计方式与
Access 的报表功能极为相似。除了明细（Detail）区域外，
您还可以添加页眉页脚，以及任何数量的分组头和分组尾
区域

页面报表

在页面布局或者 RDL 页面布局报表引擎中，您可以使用
Table,Chart,Matrix,List 甚至更多的控件来创建您的报表布
局

RDL 报表

在持续流布局，报表尺寸不固定，以及不存在严格的布局
限制的报表文件中使用 RDL 报表。在该类型报表中，您可
以使用 Table,Chart,Matrix,List 等控件创建您的报表布局。

区域报表控件

您也可以在单个报表中使用多数据源
Label, TextBox, CheckBox, RichTextBox, Shape, Picture, Line,
PageBreak, BarCode, SubReport, OleObject, ChartControl,

页面报表&RDL 控件

ReportInfo, CrossSectionLine，CrossSectionBox
BarCode, Bullet, Chart, CheckBox, Container, FormattedText,
Image, Line, OverflowPlaceholder, Shape, TextBox
Table,Matrix,List,Sparkline,Calendar,BandeList

页面 报表 &RDL 报 表数
据区域控件
XML 格式报表文件

基于 XML 的区域报表（RPX）和页面报表（RDLX）支持将
报表存储为文件，并在运行时加载该文件。

报表层

RDL 和页面报表支持层功能，使得报表的控件组可以根据
不同的输出设备（屏幕，打印或导出）选择是否可见

产品网站：http://www.gcpower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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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和设置

通过全局设置对话框把报表样式保存到外部文件，很方便
地实现报表样式共享和一致性。区域报表以样式表进行保
存，页面报表以主题文件进行报表。

脚本

区域报表支持 VB.NET 和 C#脚本编程；页面报表支持 C#脚
本编程。

设计时功能

自动对齐线(新)、放大缩小、格式化、 元素对齐、上下顺
序、元素列表、非绑定域、参数设置

报表母板

如果您设计了一套报表模板，那么当您在完成其他类似结
构的报表时，可以直接继承该报表母板

面向最终用户的报表设

提供设计器、报表资源管理器、工具箱等控件帮助您创建

计器控件

发布给最终用户的设计器，并可以免费分发
Ansi39, Ansi39x, Code 2 of 5, Code25intlv, Code25mat,
Code39, Code39x, Code 128A, Code 128B, Code 128C, Code
128Auto, Code93, Code93x, MSI, PostNet, Codabar, EAN 8,
EAN 13, UPC A, UPC E0, UPC E1, RM4SCC, UCCEAN128,
QRCode, Code49, JapanesePostal, Pdf417, EAN 128 FNC1,
RSS14, RSS14 Truncated, RSS14 Stacked, RSS14 Stacked
Omnidirectional, RSS Expanded, RSS Expanded Stacked, Data
Matrix

条码样式

二维图表

区域图, 柱状图, 贝塞尔曲线图, XY 贝塞尔曲线图, 气泡
图, XY 气泡图, K 线图, 圆环图, 漏斗图, 甘特图, 高低图,
HLOC 图, 横条图, 卡吉图, 折线图, XY 折线图, 饼图, XY 坐
标图, 坐标图, 金字塔图, 砖形图, 散点图, 堆积区域图,
百分比堆积区域图, 堆积柱状图, 百分比堆积柱状图, 新
三值线, 点阵图(新)

三维图表

区域图, 柱状图, 贝塞尔曲线图, XY 贝塞尔曲线图, 分层
柱状图, 圆环图, 漏斗图, 甘特图, 横条图, 卡吉图, 折线
图, XY 折线图, 金字塔图, 砖形图, 堆积区域图, 百分比堆
积区域图, 堆积条形图, 百分比堆积柱状图, 新三值线

数据条 & 迷你图控件
地图控件

数据条及其他仪表盘图表
BingMaps, GoogleMaps, OpenStreet Maps, Mapquest API

文档目录(TOC)

生成带有书签部分及样式等的页面报表和 RDL 报表的目
录表格

报表数据源
数据源

支持 ADO.NET 数据引擎，ADO.NET 数据类型 (DataSet,
DataTable, DataReader, DataView)，ODP.NET (Oracle 数据引
擎)，XML 文件和自定义的非绑定数据

可视化数据查询设计器
(VQD)

通过易用的，可拖拽的 UX 设计优化 SQL 查询语句 ，该
功能支持过滤，分组，连接和 SQL 表达式

报表浏览器和运行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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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Forms 报表浏览器

支持触摸功能；输入参数；打印；拷贝到裁剪板；检索；
从单页/多页/连续页中选择；放缩；页面导航；增加注释；
导出；查看页面缩略图；超链接；工具条定制

WPF 报表浏览器

输入参数；检索；页面导航；导出；打印，以及其它标准
功能

Web 报表浏览器

Web 报表浏览器，支持检索和翻页
Flash 报表浏览器，支持打印、指定页打印、检索、单页/
多页/连续页模式、放缩、翻页、输出、缩略图显示、超链
接、可定制的工具条
PDF 报表浏览器 (显示在 Adobe reader 中)
Raw HTML 报表浏览器 (在浏览器中显示)

HTTP 处理器

PDF (处理编译后的报表或者 RPX 文件)
HTML (处理编译后的报表或者 RPX 文件)

HTML5 浏览器控件

HTML5 报表浏览器是支持桌面 Web 系统和移动设备的报
表工具，包括：打印、页面导航、导出、发送邮件、超链
接和自定义用户界面

Silverlight 报表浏览器功

灵活易用的 Silverlight 报表浏览器控件，支持本地化、自

能

定义、PDF 打印以及 Out-of-Browser 模式，可以非常方便
的浏览报表内容。Silverlight 报表浏览器控件提供了报表
内容检索、运行时参数设置、单页/连续页浏览、缩放、页
内导航、内容目录树、缩略图等功能。它允许开发人员从
HTTP 处理程序、文件流等方式加载并显示一个报表文件，
并且支持添加自定义工具栏按钮、自定义主题风格以及加
载 XML 模板；多种语言支持：英语（默认），汉语，日语，
俄语等

支持微软云

ActiveReports 支持 Windows Azure 的完全和不完全受信
两种模式。PDF 和 Excel 导出功能可以工作在不完全受信
模式下，不过有些功能只有完全受信模式才支持

ASP.NET 中等信任程度

ActiveReports 支持 ASP.NET 中等信任程度，有助于多个应
用程序在一个共享服务器上运行

导入、导出以及其它输出操作
导入报表

支持从水晶报表以及 Access 导入报表

打印报表

可以控制尺寸、方向、装订方式、双面打印、配页、纸张
托盘

PDF 导出

支持最终用户自定义字符的输出
支持来自多种语言的字体
支持来自多种语言的字体嵌入和嵌入字体选择
支持 PDF/A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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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输出的 PDF 文件进行数字签名，保证文件的真实性
给输出的 PDF 文件增加时间印章
支持日文字体嵌入和嵌入字体选择
支持日文粗体
支持日文斜体
导出报表

包括 PDF、HTML、
Excel、Text、TIFF、RTF 和 RDF（ActiveReports
报表文件格式）等多个输出过滤器，页面报表也支持 XML
和 WORD 文件格式

报表发布和基于服务器的功能
基于报表端口的 Web

带有基于 role-based 安全性的报表列表的报表端口

分布式加载平衡

内置使用管理代理的即插即用的体系架构来平衡报表加
载
集中的，基于角色的安全性
基于服务器的用户和角色管理

进度和报表分发

用户控制根据预定的日程安排，管理关于通过电子邮件，
网络链接和文件共享的报表的自动分发

报表审计日志

记录运行的报表，登陆的用户，和更多其他系统管理需求

为用户管理提供备份或

使用内置的安全提供器与基于用户管理的 AD 及 LDAP 挂

LDAP 支持

钩

可扩展的安全提供器
API

通过可扩展的 API 集成第三方用户管理器

单点登陆支持

使用内置的或外部认证提供器实现 SSO

多租户部署支持

基于集成了数据隔离机制的安全体系架构，在多客户中部
署

4. 常见问题
1.

我看到 ActiveReports 产品分为专业版和标准版，不知道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ActiveReports 专业版包含了标准版的所有功能，并且有诸多功能上的增强，主要包括：
o

专业版支持 ASP.NET 和 Silverlight 应用程序的开发，实现报表在浏览器呈现的功能。

o

专业版还为最终用户提供了报表设计器，最终用户利用报表设计器控件可以自定制报表样式以及
报表的布局。

o

专业版在标准版的基础上还增加 PDF 数字签名、时间印章等等高级功能。

o

专业版中提供了地图（Map）和目录（TOC）控件。

有关专业版和标准版的全部区别，请参见本文档中的版本比较。

2.

我正在做一个对日外包的项目，请问我是否可以购买 ActiveReports 英文版用于日文项目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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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项目是对日外包的项目，建议您选择 ActiveReports 日文版产品去开发。相对于英文版，葡萄城
控件的日文版增强了日本语言、日历等针对日本市场的支持，并且在日文环境下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测试，因
此我们推荐用户在日文环境下使用现有的日文版。对于在日文环境下使用英文版本出现的兼容性问题和功
能问题，有可能无法在英文版本中解决。

3.

ActiveReports 是否可以提供源码？方便我们项目的后期维护
目前，我们不提供 ActiveReports 的源码。像 ActiveReports 这样专业的报表控件，即使提供源码，

用户也几乎不可能花时间去仔细阅读和调试源码，因此把维护工作交给葡萄城来做更为可行。

4.

请问 ActiveReports 10.0 和 9.0 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在 ActiveReports 最新版本中，我们针对中国式复杂报表需要，增加了大量新功能，以及对现有功能

的改进，下面将介绍本次发布的主要亮点特性。


矩表功能：类似数据透视表功能，中国式复杂报表完美解决方案
最新的矩表取代了之前的矩阵功能。其兼备了矩阵的所有特性，可以帮助您可视化创建交叉表，数据透

视表和表格等方式的数据展示。使用矩表数据区域，可以实现下面的需求：
 创建类于 Excel 中的数据透视表报表
 创建矩阵或者交叉报表
 可以使用多个相邻行和列分组
 垂直和横向单元格合并操作
 创建任意类型的中国式复杂表格类报表


全面支持 .docx 格式的 Word 导出
使用 ActiveReports10 最新提供的 Word 呈现扩展插件可以将页面报表和 RDL 报表导出为 Office

Open XML 文档格式，即更常见的文件扩展名 docx。呈现引擎支持自然的文档刘和自动化特性，例如页
头，页尾，目录表等。


页面和 RDL 报表中提供类似于 CSS 的样式表功能
ActiveReports 为页面和 RDL 报表引进了类似 CSS 的样式表，允许多用户使用报表设计器设计出统一

主题的报表。样式表功能可以简单快速的为页面和 RDL 报表创建统一的外观。为了维护报表的统一布局设
计时可以轻易的操作 Logo，字体，颜色，背景颜色等式样的格式。可以在一个样式表中添加多种样式，为
了方便携带可以将其内嵌到报表中，或者为了其他报表可以重复使用将其保存到.rdlx-styles 格式的文件中。
同样在运行时也可以使用 Stylesheet.Source 和 Stylesheet.Value 属性将这些样式表添加都报表中，为选
中的控件设置 StyleName 属性以适用样式。


使用 ActiveReports 报表服务器生成并预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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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ctiveReports10 版本中，服务器端的报表生成不再限制于基于报表浏览器的网络浏览器。现在
Windows 窗体报表浏览器和 WPF 报表浏览器同样有能力预览，打印和导出 ActiveReports 服务器上部署
的报表。所以现在 Windows 窗体应用程序也可以使用服务器的功能生成，缓存报表。
在 Visual Studio 中的 ActiveReports10 报表 设计器 和最 终用户 的设 计器 控件都 可以被 集成到
ActiveReports 服务器中。允许设计器预览在服务器中执行的报表。这就允许软件开发人员和没有技术背景
的人员都可以使用服务器资源直接发布设计好的报表。
使用此功能可以实现下面的需求：
 当使用 Visual Studio 设计器或者 ActiveReports 终端用户设计器控件时可以在服务器上运行
报表。
 在设计或者预览报表时可以使用来自服务器上组织好的资源例如共享数据源和共享数据集。
 使用报表设计器中内置的多种功能预览报表。


新增服务器端资源共享功能
新的共享数据源和数据集功能允许管理员有效的管理部署在 ActiveReports 服务器实例上数据的访问

权限。可以在多个页面和 RDL 报表中使用部署在 ActiveReports 服务器实例上的共享数据源和数据集。共
享数据源和数据集功能简化了终端用户设计报表的过程，可以快速的访问共享资源而不需要每次都创建新
的数据集或数据源。共享资源适用于下面的场景：

 管理员可以创建，读取，更新和删除数据源和数据集。
 管理员可以使用基于角色的安全访问数据源和数据集的方式。
 用户可以在他们的报表中使用共享数据集。
 用户可以在有限范围内使用共享数据集自定义数据提供程序。


全新报表布局引擎，性能提升 20%以上
对于 ActiveReports 速度和执行优化已经成为焦点。基于此我们设计出新的布局引擎，可以更轻量和

更快速的渲染 ActiveReports 的页面和 RDL 报表。产品已经实现了下面的提升：
 提升了 20%的报表导出效率
 显著性的提升了报表浏览器中第一页的渲染时间
 提升了报表预览的效果
 除了这些性能提升，新的布局引擎还解决了以往版本在格式和布局方面的挑战。


与 ActiveReports 报表服务器建立联机工作状态
我们显著改善了连接服务器功能的用户界面。可以在单机版报表设计器和 Visual Studio 设计器的用户

界面中使用连接服务器选项连接 ActiveReports 服务器。一旦连接成功，报表创建者就不需要每次访问服
务器时都登录一次，而且可以使用服务器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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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希望把系统中的报表根据不同的用户设计成不同的风格，ActiveReports 有这方面的功能支持吗？
有的。在 ActiveReports 中，您可以设置报表中不同控件的样式，然后把这些样式保存到一个外部的

XML 文件当中，供其他报表使用。如果您希望报表以不同的外观分发，只需要简单地修改样式表单，就可
以实现报表根据不同的用户设计成不同的风格。

6.

我们做的项目有保密要求，需要对报表进行加密，只有一些特定用户才能浏览报表，ActiveReports 可
以支持吗？
ActiveReports 是支持导出 PDF 文档加密功能的操作，如果您的项目程序中能设置并分配角色的权限，

ActiveReports 是可以支持的。

7.

ActiveReports 的报表描述语言是什么？是用的 Microsoft RDL 吗？是否符合标准
是用的 Microsoft RDL，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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