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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工作台 创建表单 创建流程 进阶一：创建视图 进阶二：创建图表 发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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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学习里程碑

• 认识工作台界面
• 认识流程中心界面
• 认识管理后台界面
• 认识新建应用界面

• 认识表单设计界面
• 设计一张表单
• 发布表单

• 认识流程设计界面
• 设计一个流程
• 预览运行流程

• 创建视图 • 创建图表 • 发布应用
• 查看应用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认识工作台界面

常用的模板和应用“标记
常用后”会显示在这里

“图表”添加后会显示在这里

流程审批的”消息提醒通知“会显示在这里

”创建的全部应用“会显示在这里

创建的应用被标记为“常
用应用’后会发布到这里

这里可以创建新应用

这里添加新创建的图表

进入流程中心界面 

这里上传可以符合易鲸云
标准的本地应用安装包

进入管理后台界面 

消息中心 帮助中心 个人中心 

导航栏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发起流程】--认识流程中心界面-No.1

应用设置

这里可以设置应用的图标、颜色

这里标记常用应用
刷新页面

移动端显示设置

这里可以查看应用列表



认识工：进入工作台--【发起流程】--认识流程中心界面-No.2

这里可查看流程说明

标记“常用流程”后会显示在这里

将未分类的流程进行分类

可以编辑分类名称

可以对流程进行分组设置

显示使用频率高的流程

点这里可以标记“常用流程”



认识工：进入工作台--【发起流程】--认识流程中心界面-No.3

这里可以跟踪任务办理进度

这里可以催办还未办理的任务

这里可以撤销任务

可以将自己在一定时间内的待办任务委托给代理人办理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首页

创建新应用

可自定义企业LOGO;上传LOGO图片后展示

可以对详细信息进行编辑

可以添加常用功能显示到前台

创建新应用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组织管理

查看/编辑企业信息

添加权限/权限设置 更新人员主职/岗位角色

• 设置后台有权限管理&查
看该企业的权限

• 设置在前台可以访问/登
录该企业的权限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权限管理No.1

创建新的权限组

普通用户可根据业务需求配置权限

管理员默认拥有所有权限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权限管理No.2

配置访问前台应用的权限 配置应用内创建流程，发起流程任务的权限

Step1:点击“添加”
Step2:选择应用
Step3:点击“确定”

Step1:点击“添加”
Step2:选择应用
Step3:点击“确定”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权限管理No.3

配置应用内数据的访问权限

Step1:点击“添加”
Step2:选择应用
Step3:选择“功能模块”
Step4:选择“数据源”
Step5:点击“确定”

Step1:选择“组织”
Step2:选择“部门”
Step3:选择“岗位/角色”
Step4:点击“确定”

为岗位/角色配置权限

为特定单位/部门下特定岗位/角色配置权限

Step1:选择“岗位/角色”
Step2:选择“具体角色”
Step3:点击“确定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权限管理No.4

Step1:点击“分配组织”
Step2:选择“组织”
Step3:选择“部门“
Step4:选择“角色“
Step5:点击“确定”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运维管理No.1

流程跟踪：可查看原始流程图，读取流程控制数据及流程处理过程信息

流程重置：在流程为基数前将流程撤销重新办理

删除：删除流程实例及相关的业务数据

挂起：挂起当前流程使其
暂时不参与引擎的执行

终止：停止并结束子流程，
终止流程的运行

取消：放弃正在执
行的流程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运维管理No.2

流程跟踪：可查看原始流程图，读取流程控制数据及流程处理过程信息

移交任务：将当任务移交给他人，代替执行者处理

跳转：将任务跳转到其他节点继续流转

取消：放弃正在执行的任务

删除：删除未完成的任务

挂起：挂起当前任务使其暂时不参与引擎的执行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日志查询&工具附加

运行日志：可查看平台运行/操作的信息记录

工具附加：可查看平台内安装的工具的详细信息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应用管理

应用卸载：卸载操作将停止该应用的服务，并将该应用的资源从应用列表移除

应用管理：以列表形式展示了所有应用的名称、信息、运行时间及状态

应用安装：
1、支持从本地应用程序上传安装包安装应用
2、支持从应用商店选择应用进行安装

应用升级：
1、支持从本地应用程序上传安装包进行应用升级
2、支持从应用商店进行应用升级

应用分发：可以选择一个应用，将应用打包下载到本地分享给他人

应用卸载：执行卸载操作后，应用将停止服务

应用日志：查看当前用户权限范围内所有应用产生的消息信息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导航管理No.1

应用菜单栏按钮
可创建新应用

授权给组织/岗位/角色/群组访问左侧菜单栏的权限

若一个用户只有一级菜单的访问权，操作权限追加到下级后，该用户将
拥有访问二级和三级菜单的权限且该用户原有的其他权限不会被改变

若一个用户只有一级菜单的访问权，操作权限覆盖到下级后，该用户将拥有访问二级和三级菜单的权限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访问管理后台】--认识管理后台界面--导航管理No.2

可查看已开启移
动端入口的应用

可查看未开启移
动端入口的应用

开启：移动端可访问应用
关闭：移动端不可访问应用

Step1:点击开启“自定义功能菜单”后可添加移动端首页展示的应用/功能模块

Step2:点击添加分类后如下图所示

Step3:输入要添加的应用名称和地址后，点击添加即可添加成功

Step4:添加应用后，可点击此处,出现二维码，扫码预览移动端效果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新建应用】--认识新建应用界面--首页

从这里开始创建新的应用

在这里搜索想要安装的应用

在这里提供开放平台入口，可以注册/登录开发者账号，创新应用，创建完毕后可发布在平台上共享

提供丰富的应用模板，可根据业务需求安装使用



认识工作台：进入工作台--【新建应用】--认识新建应用界面

提供设计工具，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创建应用

编辑应用名称首页



创建表单：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表单--【新建空白表单】

新建表单从这里开始

提供丰富的表单模板，可根据业务需求选择使用



创建表单：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表单--【新建空白表单】--认识表单设计界面No.1
这里编辑表单名称

视频指导

可以设计表单的展示样式

发布到应用商店

预览表单设计效果



创建表单：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表单--【新建空白表单】--认识表单界面No.2

PC端设计页面展示（系统默认）

移动端设计页面展示

这里可以添加打印模板，
并对打印模板进行设计

这里设置表单的属性



创建表单：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表单--【新建空白表单】--认识表单界面No.3

丰富的UI组件，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随心设计表单

PC端设计页面展示（系统默认）

对UI组件的属性进行设置

设计完毕后，点击保存表单

可对表单的基本信息进行配置



创建表单：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表单--【新建空白表单】--设计一张表单

表单设计操作步骤：
Step1:设置表单的基本信息（名称）

Step2:设计表单页面（拖拽左侧UI组件至设计区，并对每个组件的字段属性进行配置）

Step3:设置表单主题（表单尺寸、主题风格、主题颜色、字段分布、字段标题位置）

Step4:设置表单属性（标签、表单规则）

Step5:设置表单打印模板

Step6:预览表单设计效果

Step7:设置移动端表单页面并预览效果

Step8:保存表单

Step9:发布

Step1

Step2

Step2

Step3

Step4

Step5 Step6Step7 Step8

Step9



创建表单：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表单--新建空白表单--【发布】--发布表单

若未关联流程，点击新建流程，去创建新的流程后，将表单绑定到流程

设置流程名称，点击确
定后进入流程设计界面

系统自动关联视图列表

可打开对表单视图进行编辑

可新建表单视图

可将设计好的表单申
请发布到应用商店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认识流程设计界面No.1
视频指导

保存

全屏演示

演示视图

排列

视图

流程属性设置

编写流程文档

版本管理-设计

校验

历史操作
根据设计需求进行
业务流程设计

监控当前流程的实例运营情况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
                 示例：以采购申请流程为例，设计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

流程设计操作步骤：
Step1:开始事件（将一个开始事件拖拽到设计区表示流程的开始）

Step2:人工任务1（将一个人工任务拖拽到开始事件之后，表示流程开始后第一个节点的人工填写任务）

Step3:人工任务2（将一个人工任务拖拽到填写任务后，表示填写任务后的节点，人工审核任务）

Step4:人工任务3（将一个人工任务拖拽到审核任务后，表示审核任务后的节点，人工审批任务）

Step5:结束事件（将一结束事件拖拽到审批任务后，表示审批任务后的节点，任务结束）

Step6：根据业务需求，对每一个人工任务属性和连线条件属性进行设置

Step7:根据业务需求，对整个流程的流程属性进行设置

Step8:保存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Step5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
                 示例：以采购申请流程为例，设计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

Step6:双击设置人工任务属性

Step6:双击设置连线条件属性

Step7:对整个流程的流程属性进行设置

Step8:保存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

对该节点的人工任务进行属性设置

Step6:双击设置节点人工任务属性

Step6:双击设置连线条件属性

对该节点的连线条件进行设置设置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人工任务属性配置No.1

设置该节点人
工任务名称

根据业务需求设置

基本属性：对该节点人工任务基础属性操作进行设置

办理该节点任务时，允许办理者动态跳转到指定审批节点
办理者在遇到紧急情
况下，允许忽略后续
执行节点，直接跳转
到希望到达的节点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人工任务属性配置No.2

根据业务需求设置

根据业务需求设置

参与者：对该节点人工任务的参与者权限进行设置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人工任务属性配置No.3

添加表单关联到该
人工任务审批节点

设置表单字段的操作权限

设置表单数据导入导出策略

限定哪些用户可以访问表单

设定历史表单
作为模板以提
高填表效率

记录表单字段数据修改历史

表单应用：将表单关联到该流程内人工任务的审批节点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人工任务属性配置No.4

事件触发器：事件触发器是执行后端Java代码逻辑的容器。当节点、流程状态即将（已经）改变、动作
即将（已经）执行时，会触发一系列的事件，开发者可以注册自己的Java代码来实现这些事件。

不同的事件要求开发人员实现的接口不同，每个事件只允许注册一个类

一个遵循事件接口实现的Java程序，格式：类路径+类名

指定的Java类注册到事件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人工任务属性No.5

时限：是一项流程监控服务，在任务超过指定时间或在一个固定周期时，触发一
个指定的动作，并记录到监控日志中，供开发者进一步利用。该功能需要安装并
启用邮件通知应用、短信通知应用、或任务超时监控应用。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连线条件属性配置

根据业务需求设置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流程属性设置

根据业务需求对整个流程的属性进行设置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预览运行流程No.1

Step1:在流程设计界面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到应用首页

Step4:点击“新建”预览运行流程

Step2:选中流程列表
中的“采购申请流程”

Step3:选中要预览的流程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预览运行流程No.2

Step5:填写表单

Step6:表单填写完毕点击“提交”

Step4:点击“新建”预览运行流程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预览运行流程No.3

查看待办任务

查看已办任务进度

Step7:查看发
起任务进度



创建流程：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流程--设置流程名称--设计一个流程--预览运行流程No.4

Step8:跟踪查看发起任务进度



进阶一创建视图：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视图--创建视图

Step1:设置视图名称

Step2:选择视图类型

Step3:选择要关联的表单

Step4:选择视图交互模式

Step5:点击“确定”后完成视图创建
可根据业务需求对视图进行设计



进阶二创建图表：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图表--设置视图名称--创建图表No.1

Step1：点击添加组件

Step2:选择要创建的图表的类型

Step3:选择图表的数据来源



进阶二创建图表：进入新建应用界面--新建图表--设置视图名称--创建图表No.2

将字段拖拽至此处

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图表类型

根据设计图表展示样式



发布应用：应用列表--选择应用--【去上线】--发布应用

Step1:选择要上线的应用

Step2:要上线的应用模块功能列表（默认全选）

Step3:点击“去上线”

Step4:设置上线应用模块可见范围

Step5:设置完毕后点击部署



发布应用：应用列表--选择应用--【去上线】--查看应用No.1
应用部署到前台上线后，
会显示应用已上线

手机扫码可在移动端查看应用



发布应用：应用列表--选择应用--【去上线】--查看应用No.2

普通用户可在前台首页看到已上线的应用



热线电话：400-609-6909 

易鲸云 - 云应用搭建平台
http://www.yijingcloud.com

感谢您选择易鲸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