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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编写目的 

本文档是为项目涉及的系统与服务部署提供指导。 

通过阅读文档运维人员可以明确项目所涉及的系统、服务的部署

方式和具体操作流程。 

本文档的阅读对象是甲乙双方的运维人员。 

1.2. 参考资料 

无 

1.3. 业务术语 

序号 术语名称 术语含义 

1   

２   

3   

4   

5   

2. 部署清单及环境 

2.1. 部署清单 

源码包: eas_yc_bwy.jar 

 

元数据包: eas_yc_bwy-metas.jar 

脚本:百望云连接器初始化 sql.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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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 包: 百旺云连接器 Dep-应收单.jar 

eas_yc_bwy.jar eas_yc_bwy-met

as.jar

百望云连接器初始

化sql.txt

百旺云连接器Dep-

应收单.jar
 

2.2. 部署环境 

服务器环境 EAS8.5 版本或 8.2 版本 

3. 服务一部署说明 

3.1. 服务信息说明 

百望云连接器, 可以再 EAS 应收单审核自动后将数据推送到

百望云云端生成流水单数据。 

还提供手动对应收单数据进行推送、删除以及查看发票操作。 

3.2. 服务操作说明 

3.2.1. Jar 包部署 

1. 停止 EAS服务器 



部署手册   

 6 / 13 

 

 

a. 单实例服务器 直接点击停止按钮即可停止服务器 

 

b. 多实例服务器，则点击【群集控制器】页签，然后点击【停止群集】按钮 

2. 将源码包和元数据包部署到对应 EAS服务器路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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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代码包 eas_yc_bwy.jar 

1. KingdeeEAS\eas\server\lib\sp 

2. KingdeeEAS \eas\server\deploy\fileserver.ear\easWebClient\lib\sp 

 

元数据包 eas_yc_bwy-metas.jar 

1. KingdeeEAS\eas\server\metas\sp 

2. KingdeeEAS\eas\server\deploy\fileserver.ear\easWebClient\metas\sp\ 

3. 启动 EAS 服务器 

 按照上面服务器截图。进行启动服务器 

3.2.2. 执行数据库脚本 

1. 打开查询分析器, 在查询分析器里执行脚本 

a. 用 administrator 账户登录 EAS 客户端 

b. 打开【企业建模】-【辅助数据】-【财务会计数据】-【币

别】 

c. 在【币别】列表页面 按快捷键 Ctrl+Shift+Q  

打开查询分析器 

 

2. 执行百望云连接器初始化 sql.txt 中的建表 sql. 将 sql 拷贝到

查询分析器中 

3. 成功后执行初始化数据 sql. 

 



部署手册   

 8 / 13 

 

3.2.3. 同步权限项 

1. 用 administrator 账户登录 EAS 客户端 

2. 打开 企业建模 – 安全管理 – 权限管理 – 用户管理 

3. 同步权限数据 

 

4. 给用户分配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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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添加菜单 

方法一: (预设菜单) 

   

在查询分析器里执行百望云连接器初始化 sql.txt 中的初始化

菜单 sql. 

 

方法二 : 

1. 用 administrator 账户登录 EAS 客户端 

2. 点击 系统 - 客户化菜单编辑 

 

3. 选择需要创建菜单的树节点位置, 新增, 填写名称, 编码, UI对

象, 功能 

 

 新增 3个菜单 

 

A. 账套税号对应(用于维护账套对应的税号以及推送方案) 

名称： 账套税号对应(可以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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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bwy001（可以自定义） 

功能： companyBillConfig_onLoad 账套税号对应关系.界面显示 

UI 对象：com.kingdee.eas.custom.yc.basedata.client.CompanyBillConfigListUI 

B. 参数设置(用于维护百望云接口认证相关参数) 

名称： 参数设置 （可以自定义） 

编码： bwy002 （可以自定义） 

功能： paramsConfig_onLoad 参数设置.界面显示 

UI 对象：com.kingdee.eas.custom.yc.basedata.client.ParamsConfigListUI 

C. 接口日志(用于储存接口调用日志) 

名称： 接口日志  （可以自定义） 

编码： bwy003 （可以自定义） 

功能： interfaceLogs_onLoad 接口日志.界面显示 

UI 对象：com.kingdee.eas.custom.yc.basedata.client.InterfaceLogsListUI 

3.2.5. 导入 Dep 包 

1. 使用预设用户 user 登录 EAS 客户端 

2. 打开 企业建模 – 业务对象建模 – 动态扩招平台-动态扩招平台高级版 

 

3. 在工具栏 动态扩招方案管理 中 导入 DEP 包 百旺云连接器 Dep-应收

单.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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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导入成功后可以在菜单中发现 应收单 扩展方案 , 选中该方案, 点击启

用 

 

5. 启用成功后可以在 EAS 应收单详情界面 – 业务 下看到流水单推送/流

水单删除/发票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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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初始化参数配置 

1. 在客户端打开新添加的参数设置界面 

2. 按照字段要求维护对应百望云配置信息 

 

3. 配置完成后点击参数验证, 验证参数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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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初始化账套与税号关系 

1. 打开添加的账套税号对应界面 

2. 维护相关信息, 只有启用数据才会被推送 

 

 

3.3. 其他说明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开放外网地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