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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文件專用於 IBM® Cognos® 軟體。
本文件包含逐步程序以及背景資訊，可幫助您管理 IBM Cognos 軟體。

讀者
若要使用本指南，您應熟悉製表和安全性概念，並有使用網頁瀏覽器的經驗。

尋找資訊
若要在線上尋找 IBM® Cognos® 產品文件 (包括所有已翻譯的文件)，請造訪其中一個 IBM Cognos
資訊中心 (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cogic/v1r0m0/index.jsp)。對版本注意事項的更新會直
接公佈到資訊中心。
您也可以直接從 IBM Cognos 產品磁碟中閱讀 PDF 版本的產品版本注意事項和安裝指南。

使用快速瀏覽
快速瀏覽是介紹 IBM Cognos 產品元件主要功能的簡短線上教學課程。若要檢視快速瀏覽，請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然後按一下歡迎頁面右下角的 [Quick Tour] 連結。IBM Cognos 資訊中心也
提供快速瀏覽。

前瞻性聲明
本文說明產品的目前功能。可能包括對目前未提供項目的參考。不得據此推斷未來的可用性含義。
任何此類參考均不是對提供任何材料、代碼或功能所做的委託、承諾或法律義務。IBM 全權負責
功能的開發、發行和時間安排。

範例免責聲明
Great Outdoors 公司、GO 銷售、Great Outdoors 名稱的任何變化以及規劃範例，描述的是藉由為 IBM
和 IBM 客戶開發範例應用程式所使用的範例資料而進行的虛擬業務作業。這些虛擬記錄包括銷售
交易、產品配送、財務和人力資源的範例資料。 文中所有名稱、地址、聯絡電話或交易價格純屬
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其他範例檔案可能包含手動或電腦產生的虛構資料、來自學術或公
共源頭的實際資料或具有版權持有人的許可權而使用的資料，以此作為範例資料來開發範例應用
程序。所涉及的產品名稱可能是各自所有人的商標。未經授權，不得複製。

協助工具功能
協助工具功能可幫助有生理障礙的使用者 (例如行動不便或視覺障礙) 使用資訊科技產品。 由於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元件支援多種多樣的 IBM Cognos 元件，因此協助工具功能的可用性會因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的元件而異。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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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節包含本版本的新增功能、變更的功能和棄用的功能的清單。還包含舊版本中類似資訊的累
積清單。它將有助於您規劃升級和應用程式部署策略以及對使用者的培訓要求。
如需有關升級的資訊，請參閱您產品的《安裝和組態指南》。
如需有關此版本其他新增功能的資訊，請參閱《New Features Guide》。
如需對舊版本的變更，請參閱：
●

8.4 版中的新功能

●

8.4 版中變更的功能

●

8.3 版中的新功能

●

8.3 版中變更的功能

若要審閱 IBM® Cognos® 產品支援的環境 (包括包括作業系統、修補程式、瀏覽器、Web 伺服器、
目錄伺服器、資料庫伺服器和應用程式伺服器) 的最新清單，請在 http://publib.boulder.ibm.com/
infocenter/cogic/v1r0m0/index.jsp 存取一個 IBM Cognos 資訊中心。

10.1.0 版中的新增功能
以下列出了自上一版本以來的新增功能。包括直接相關主題的連結。

動態查詢模式
IBM® Cognos® BI 伺服器透過動態查詢模式 (可與支援的資料來源一起使用) 提供了改進的查詢功能
和效能。
動態查詢模式使用 Java/XMLA 連線提供到資料來源的通訊。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來源與
連線"(第173頁)。
查詢服務支援動態查詢模式。使用 Cognos Administration，您可以設定查詢服務性質和管理查詢服
務快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查詢服務管理"(第215頁)。

有關動態查詢模式的詳細資訊
如需有關動態查詢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表中列出的文件。

您要查詢的內容

可在何處找到這些資訊

動態查詢模式及其優勢概述，以及使用時的注意事項。

動態查詢指南

有關動態查詢模式的技術和產品行為的詳細資訊。

IBM Cognos 10 Dynamic Query
Cookbook

有關為動態查詢模式支援的資料來源啟用連線的資訊。

安裝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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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要查詢的內容

可在何處找到這些資訊

有關查詢服務管理 (包括快取和查詢服務性質) 的資訊。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有關為動態查詢模式公佈套件的資訊。

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有關在升級前於動態查詢模式下測試報表的資訊。

Lifecycle Manager User Guide

有關使用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來管理查詢服務性質以及用它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來開發用戶端應用程式以使用動態查詢模式的資訊。

IBM Cognos 作用中報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現在有一種作用中報表輸出類型，可提供高度交互且易於使用的可管
理報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作用中報表"(第366頁)。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是一個新的報表取用環境，可為商業使用者提供整合的商業智慧體
驗。這款基於 Web 的工具允許您使用 IBM Cognos 內容和外部資料來源來建置精密的交互儀表板。
如需有關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的詳細說明，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新功
能》。
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可以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啟動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但
是他們必須擁有適當的授權。如需有關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啟動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啟動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第305頁)。如需有關使用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使用者指南》。

使用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的協同作業功能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中提供的協同作業功能，可將使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發
現業務問題與使用可用的社會軟體資源追蹤和解決問題結合起來。
Business Insight 使用者可以在 IBM Lotus® Connections 中建立活動，並與在制定決策和解決問題的過
程中協同作業的其他使用者共用這些活動。若要充分利用此功能，在安裝和配置所需軟體後，您
必須配置協同作業發現 URI 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配置協同作業探索 URI"(第168頁)。

我的收件匣
在此版本中有一個新的任務收件匣，其中包含以下人力任務：安全核准請求、ad-hoc 任務和通知
請求。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人力任務"(第407頁)。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入頁面自訂
現在，您可以使用登入範本來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入頁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自
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入頁面"(第561頁)。

新服務
在 IBM® Cognos® 中新增了以下新服務"IBM Cognos 服務"(第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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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解服務

●

Content Manager 快取服務

●

Graphics Service

●

人力任務服務

新性質
在 IBM® Cognos® 中新增了以下新性質：
●

已完成的人力任務和註解的生命週期"設定已完成的人力任務和註解 (附註) 的生命週期"(第170
頁)

●

使用正在進行的請求因數平衡 Dispatcher 負載 (第142頁)

●

Content Manager 快取服務的快取大小限制 (第136頁)

●

控制資料庫伺服器建立的連線數以及在未使用的情況下保持開啟的時間長度的 Metric Studio 參
數 (第155頁)

●

控制篩選器使用成員商務鍵還是成員說明的動態逐層分析篩選行為"變更逐層分析篩選行
為"(第171頁)

支援資料來源
現在，您可以在 IBM® Cognos® 中使用以下資料來源：
●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8 (第183頁)

現在，您可以為 IBM Cognos 中的 SAP BW 資料來源建立套件 (第351頁)。您現在還可以在 IBM
Cognos 中編輯套件。您還可以設定可以在 SAP BW 套件中使用的物件最大數目 (第353頁)。
對於可以在 IBM Cognos 中建立套件的資料來源，您可以選取可以用於建立套件的資料來源 (第355
頁)。您還可以控制由哪些使用者來建立套件。請參閱"設定項目特定的功 "(第250頁)。
使用者現在可以管理他們自己的資料來源憑證。 他們還可以選擇讓系統記住他們的資料來源憑
證，從而不必每次都輸入憑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您自己的資料來源憑證"(第243頁)。
現在，您可以檢視套件使用的資料來源 (第349頁)

樣式管理公用程式
透過樣式管理公用程式 (第522頁)，您可以建立、刪除、部署和公佈自訂樣式，以變更 IBM® Cognos®
Connection、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和其他 Cognos 元件的外觀。

支援新的排程選項
現提供許多新的排程選項。它們包括
●

能夠指定時間表的每日頻率 (依小時或分鐘)，並限制在每日的特定時段中執行已排程項目。

●

能夠變更時間表的所有人憑證。

●

能夠暫停已排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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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員能夠使用新的排程功能來限制排程。例如，管理員可以透過分鐘排程進行限制。

易存取的報表輸出
在此版本中，您可以建立可存取報表輸出。可存取報表包含諸如替用文字等功能，使殘障使用者
可以使用輔助技術 (例如螢幕讀取器) 存取報表內容。如需有關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啟用
易存取報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啟用可存取報表輸出"(第380頁)。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可以啟用系統範圍的協助工具支援。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
用系統範圍的設定啟用可存取報表輸出"(第166頁)。

用於匯出的輸出檔名的報表名稱
現在，當您以匯出格式 (例如 PDF、帶分隔符號的文字 [CSV]、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 [XLS])
執行報表時，將使用 IBM® Cognos® 報表名稱作為匯出檔案的名稱。這可讓您以與原始報表相同的
名稱來儲存報表輸出。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執行或開啟報表"(第366頁)。

Metric Studio 新增
在此版本中有一個新的核選方塊，您可以用來清除 Metric Studio 稽核歷程記錄。 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計量資料維護任務"(第423頁)。

人力任務和註解的新部署
在此版本中，有一個用於人力任務和註解服務的新部署程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部署人力
任務和註解服務"(第346頁)。

用於記錄人力任務和註解服務的新資料概要表格
在此版本中，有用於記錄人力任務和註解服務的新資料概要表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記錄
訊息的資料概要"(第789頁)。

資料移動新增
在此版本中，您可以建立與來源資料移動項目使用相同規格但性質不同的資料移動任務的視圖。
您還可以在資料移動任務中提供變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移動項目"(第221頁)。
您還可以平衡資料移動任務執行負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平衡資料移動任務執行負載"(第144
頁)。

Content Manager 載入管理新增
您可以透過將使用者工作階段檔案儲存到 Report Server 本端檔案系統上來降低 Content Manager 的
處理負載。您還可以設定保留暫存使用者工作階段快取檔案的生命週期。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透過在本端儲存使用者工作階段檔案降低 Content Manager 負載"(第136頁)

新記錄
您可以使用記錄來診斷使用者特定的問題。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記錄來診斷特定使用者的
問題"(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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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數字搜尋關鍵字轉換為查詢中的字串
現在，您可以為某些不會進行轉換從而導致錯誤的資料來源 (例如 Teradata)，啟用從數字搜尋關鍵
字到查詢中字串的轉換。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啟用從數字搜尋關鍵字到查詢中字串的轉換
"(第161頁)。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支援的「Group 1」語言
使用此版本的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在產品的使用者介面、搜尋功能和索引搜尋功能
中支援以下「Group 1」語言：英語、中文 (簡體和繁體)、日語、韓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
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 (巴西)。
如需有關設定產品語言的資訊，請參閱"個人化入口網站"(第283頁)。
如需有關如何執行搜尋的資訊，請參閱"搜尋項目"(第281頁) 和"使用多種語言搜尋項目"(第283頁)。
如需有關指定用於索引搜尋的語言的資訊，請參閱"依語言限制索引"(第433頁)。

大括號和圓括號可分隔
當您以 PDF 格式執行報表時，大括號 {} 和圓括號 () 不再需要與其前面的文字保持在同一行中。
例如，[產品(2004)] 現在可以分兩行顯示 [產品] 和 [(2004)]。

10.1.0 版中變更的功能
下面列出了自上一版本以來對功能所做的變更。包括直接相關主題的連結。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及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名稱的變更
以下是本版本的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發生變更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名稱和入口網站
應用程式群組名稱的清單。

先前的名稱

目前的名稱

Cognos 內容

IBM Cognos Content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

Cognos 計量資料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Cognos Navigator

IBM Cognos Navigator

Cognos Search

IBM Cognos Search

Cognos 公用程式

IBM Cognos Utility

Cognos Viewer

IBM Cognos Viewer

計量資料自訂圖表

IBM Cognos 自訂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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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名稱

目前的名稱

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圖表

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

計量資料影響圖表

IBM Cognos 影響圖表

計量資料清單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

監視規則
現在，您可以對已儲存的報表使用一種新的監視規則，其根據條件的效能狀態 (良好、一般或極
差) 中計量資料方面的變更來傳送提示。
另外，您現在可以透過在滿足事件條件時向其他報表使用者的任務收件箱中傳送提示來提示他們。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已儲存報表中的監視規則"(第384頁)。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專業編寫模式和快速編寫模式
在此版本中，專業編寫模式在 Report Studio 中提供，Express® 編寫模式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中提供。在舊版本中，專業編寫模式和快速編寫模式均在 Report Studio 中可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為報表編寫員設定對使用者介面設定檔的存取"(第252頁)。

增強的搜尋功能
在舊版本中，增強的搜尋功能是透過將 IBM® Cognos® Go! Search 安裝為獨立元件獲得的。現在，
增強的搜尋功能是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的預設模式。
如需有關搜尋某項目的資訊，請參閱"搜尋項目"(第281頁)。
如需有關為增強的搜尋建立搜尋索引和配置權限的資訊，請參閱"管理索引搜尋"(第429頁)。
如需有關如何設定和配置增強的搜尋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變更 IBM Metadata Workbench 的名稱
名稱 IBM® Metadata Workbench 已變更為 IBM Metadata InfoSphere™ Workbench。

IBM Cognos Now! 名稱已變更
現在，IBM® Cognos® Now! 已更名為 IBM Cognos Real-Time Monitoring。在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選取資料來源時，請選擇 [IBM Cognos Now!- Real-time Monitoring Cube]。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Now! - Real-time Monitoring Cube"(第175頁)。

IBM Cognos 8 Portal Services
BEA AquaLogic User Interaction 6.1 (ALUI 6.1) 入口網站已被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Portal 10.3 取
代。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WebCenter 整合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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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版中棄用的功能
已棄用功能是指已由更新的版本或更好的實施方案取代的功能。目的是停止使用此類功能，並對
在多個版本上適用此變更提供建議。
下面列出了已棄用的功能，包括到相關主題的連結。

支援 Excel 2000 和 Excel 2000 單一工作表格式
在此版本中，不再支援 Microsoft® Excel 2000 試算表軟體和 Excel 2000 單一工作表輸出格式。如需
有關目前支援的 Excel 格式的資訊，請參閱"Microsoft Excel 格式"(第376頁)。

IBM Cognos PowerCube 連線公用程式和 cubeSwap
在此版本的 IBM® Cognos® Transformer 中，已棄用 PowerCube 連線公用程式和 cubeswap。使用
PowerCube 性質對話方塊 [部署] 標籤上的自動複製和啟動選項時，不再需要這些公用程式所提供
的功能。
如需有關 PowerCube 複製和啟動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部署更新的 PowerCubes"(第199頁)或
《Transformer User Guide》。

8.4 版中的新功能
以下列出了自上一版本以來的新增功能。包括直接相關主題的連結。

其他語言支援
除了日文、德文和法文外，安裝程式和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的安裝文件與使用者介面還有
下列語言版本：
●

中文 (簡體)

●

中文 (繁體)

●

韓語

●

意大利語

●

西班牙語

●

葡萄牙語 (巴西)

您可以在個人化您的 IBM Cognos8 使用者介面時使用新產品語言 (第283頁)。
安裝 IBM Cognos 8 Gateway 元件時，會安裝英文產品文件。但《IBM Cognos 安裝和配置指南》、
《Quick Start 安裝和配置指南》及《讀我》除外，它們會以所有支援的語言提供。若要存取所有其
他已翻譯的文件，必須安裝 Supplementary Languages Documentation。

支援將 IBM Metadata Workbench 作為譜系解決方案
現在，您可以在 IBM Cognos®8 中將 IBM® Metadata Workbench 配置為譜系解決方案。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檢視資料項目的譜系資訊"(第373頁)。
管理員可以透過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指定譜系 URI 來配置譜系解決方案 (第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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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 的存取
如果您使用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則現在可以從 Cognos Viewer (第374頁) 存取該詞彙。
您可以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配置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 URL (第168頁)。

使用 Cognos Viewer 管理備註
現在，您可以使用 Cognos® Viewer 將使用者定義的附註新增到已儲存的 HTML、PDF 和 XML 報
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388頁)。

將應用程式內容新增至動態 SQL
管理員現在可以定義一個包括應用程式內容的自訂字串，該應用程式內容在由該應用程式產生的
SQL 內作為附註標記新增。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已儲存報表中的附註"(第388頁)。

支援新的資料來源
現在，您可以在 IBM® Cognos®8 中使用以下資料來源：
●

IBM Cognos Now! Cube (第175頁)

●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Services (第182頁)

●

TM1®(第193頁)

●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8 (第183頁)

支援新的入口網站版本
IBM® Cognos®8 Portal Services 現在提供對 IBM WebSphere® 6.0 和 6.1 以及 BEA AquaLogic User Interaction
6.5 (ALUI 6.5) 的延伸支援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其他入口網站"(第481頁)。

隱藏項目
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隱藏項目，例如報表、套件、頁
面、資料夾、工作、資料來源、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等。此功能通常用於逐層分析報表。
隱藏項目不會影響項目的安全性政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隱藏項目"(第277頁)。

更新已公佈的 PowerCubes
現在，您可以使用 pcactivate 指令為使用者提供已公佈 PowerCubes 的新版本。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部署更新的 PowerCubes"(第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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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功能
您現在可以為個別套件指定功能。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物件功能"(第255頁)。

時間表憑證
選擇在部署中匯入時間表時，您可以將匯入的時間表憑證變更為您的憑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包括時間表"(第332頁)。

儲存工作步驟的歷程記錄明細
您可以在成功完成執行活動後儲存工作步驟的歷程記錄明細。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性質"(第272頁)。

檢視譜系資訊
資料項目的譜系資訊透過套件和套件的資料來源追溯項目的中繼資料。檢視譜系資訊可以確保您
將正確的資料項目新增到報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資料項目的譜系資訊"(第373頁)。

增強的逐層分析功能
在舊版本的 IBM® Cognos®8 中，基於模型的逐層分析僅支援將建立於 Analysis Studio、Query Studio
或 Report Studio 中的報表作為目標。現在，支援其他類型的逐層分析目標。例如，您可以逐層分
析至儲存在 Content Store 中的 PowerPlay® Studio 報表，也可以逐層分析至包含 PowerCube 的套件。
在 IBM Cognos 8 的較早版本中，逐層分析存取需要目標中存在參數。IBM Cognos8 現在允許對資
料進行動態篩選。在需要更多控制的情況下，您可以繼續使用既有參數化的逐層分析。
現在，您還可以在設定範圍時，將套件逐層分析定義的可用性限於測量以及其他資料。
如果來源基於維度套件，您可以選擇要對映至目標的來源中繼資料項目的性質。例如，您可以將
來源中繼資料項目的成員說明對映至目標中的相關值，而不使用商務鍵。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逐層分析存取"(第443頁)。
逐層分析助理包含改進的除錯資訊 (第458頁)。

入口網站頁面中的 Metric Studio 內容
現在，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或儀表板可以顯示計量資料影響圖表和自訂圖表。該新內容
可使用以下新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新增：
●

計量資料影響圖表
用於顯示與計量資料相關聯的影響圖表。

●

計量資料自訂圖表
用於顯示與計分卡相關聯的自訂圖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頁面和儀表板"(第2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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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版中變更的功能
下面列出了自上一版本以來對功能所做的變更。包括直接相關主題的連結。

Composite Information Server 由 IBM Cognos 8 Virtual View Manager 取代
舊版本的 IBM® Cognos®8 中提供 Composite Information Server。在目前版本中，Composite Information
Server 已由 IBM Cognos 8 Virtual View Manager 取代，IBM Cognos 8 Virtual View Manager 是基於
Composite Information Server 新版本的 IBM 專屬產品。在此版本中，預設儲存庫會從 Microsoft® SQL
Server 變為 IBM Informix®。如果您已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定義 Composite 資料來源，則必須
將既有儲存庫移轉至新的預設儲存庫。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ODBC 資料來源連線"(第188頁)。如需有關移轉儲存庫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8 Virtual View Manager User Guide》。

IBM Cognos 8 Portal Services
Plumtree 入口網站已由 BEA AquaLogic User Interaction 6.1 (ALUI 6.1) 入口網站取代。

8.4 版中棄用的功能
已棄用功能是指已由更新的版本或更好的實施方案取代的功能。目的是停止使用此類功能，並對
在多個版本上適用此變更提供建議。
下面列出了已棄用的功能，包括到相關主題的連結。

IBM Cognos 8 PowerCube 連線公用程式和 CubeSwap
在下一版本的 IBM® Cognos®8 Transformer 中，將棄用 PowerCube 連線公用程式和 cubeswap。使用
PowerCube 性質對話方塊 [部署] 標籤上的自動複製和啟動選項時，不再需要這些公用程式提供的
功能
如需有關 PowerCube 複製和啟動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部署更新的 PowerCubes"(第199頁)或
《Transformer User Guide》。

8.3 版中的新功能
以下列出了自上一版本以來的新增功能。包括直接相關主題的連結。

為管理員改進的使用者介面
現在，管理任務位於一個名為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集中管理介面中。該新介面將幫助您
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決策，並簡化 IBM Cognos 環境的整體管理。

存取更多文件
您可以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 [說明] 功能表上的 [更多文件] 中存取輔助文件。此新連結將根
據您安裝的產品以及所安裝的產品使用的語言，來開啟包含一個或多個讀我檔案和附加指南的動
態 IBM Cognos 文件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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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分散的管理功能
現在提供了更分散的方法來保護管理功能。可向管理員授予某些管理權限，但不可授予其他權限。
例如，管理員有權存取與管理資料來源相關聯的任務，但無權存取與維護安全性名稱環境相關聯
的任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存取系統統計數據
您可以檢視與不同伺服器、Dispatcher 和服務相關的計資料。這些計量資料可以使您洞察環境的狀
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效能計量資料"(第103頁)。

系統執行狀況快照
您可以獲得 IBM® Cognos® 拓撲中的所有伺服器、伺服器群組、Dispatcher 和服務的狀態快照。所
有系統計量資料均位於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的 [系統] 標籤上。透過查看其相應內容中的統
計數據，您可以在諸如效能、排程和容量計劃等方面做出更好的決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效能計量資料"(第103頁)。

管理佇列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提供了特定的視圖和工具，用以識別目前位於佇列中或正在處理的報
表、工作或應用程式。這些視圖還可以顯示正在執行項目的使用者，而不管其是背景任務還是交
互式任務。您可以更好地瞭解環境中所發生的問題，並採取動作解決這些問題。例如，您可以取
消使用者的工作。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活動管理"(第307頁)。

減少部署明細
管理員可指定記錄到 Content Store 的部署明細的層級。依預設，部署歷程記錄將僅包含彙總資訊。
這樣可以節省記憶體空間並提供效能，需要的維護也較少。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件"(第349
頁)。
您可以透過在 [監控服務] 中檢視週期性更新來瞭解部署的目前狀態 (第307頁)。

對時間表設定優先順序
您可以對時間表設定優先順序 (從 1 到 5)。設定優先順序可以確保當兩個報表均在佇列中等待執行
時，具有較高優先順序的報表首先執行。您可以覆蓋和重設任一時間表的優先順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項目執行優先順序"(第314頁)。

報表中交互功能的更好控制
除了可以關閉向上逐層分析、向下逐層分析和套件逐層分析報表選項外，您現在還可以關閉交互
功能。管理員可以控制對所有交互功能的存取，包括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套件逐層分
析、已編寫的逐層分析、Go! Search 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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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可以讓您更好地控制交互作業。隱藏這些功能可能會減少接受大型部署培訓的使用者的需
要。
這些新功能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顯示為執行選項 (第367頁)。

新範例稽核報表
已為計量資料閾值異常、代理程式、失敗的報表和簡報服務新增範例稽核報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記錄"(第91頁)。

公佈和管理非根資料夾中的套件
現在，您可以將套件從 Framework Manager 公佈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任意資料夾中。在
先前的版本中，只能在單個根資料夾中公佈和維護套件。還可以將這些套件從根資料夾移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任意資料夾。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任何目標資料夾均可以用於公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件"(第349頁)。

啟用 Report Studio 編寫模式
現在，Report Studio 為兩種不同類型的報表使用者提供了方便：
●

快速
該使用者可以存取 Report Studio 專業編寫模式和 Express® 編寫模式。

●

專業
該使用者可以存取 Report Studio 快速編寫模式用於編寫財務報表，以建立和維護結單式報表。
財務編寫需要 Report Studio 中的許多 (但不是全部) 功能以及與即時資料的交互。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可以限制使用者，使其只能存取 Report Studio 中的 Express 編
寫模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為報表編寫員設定對使用者介面設定檔的存取"(第252頁)。

伺服器管理
已使用新增功能增強了伺服器管理。您現在可以：
●

設定 PDF 檔案字元編碼、字型內嵌以及壓縮類型和層級

●

設定最長執行時間

●

限制 Analysis Studio 或 Report Studio 圖表中產生的熱點

●

設定監視清單輸出保留時間

已改進程序和連線最大數的設定。對於某些服務，您現在可設定 Dispatcher 可以開啟以處理請求的
程序最大數和高相似性連線和低相似性連線的最大數。對於其他服務，您可以設定連線最大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伺服器管理"(第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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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到 IBM Cognos 8 中的 Transformer
現在，Transformer 已完全整合到 IBM® Cognos®8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這包括使用 IBM Cognos 8
中繼資料的功能、對在 IBM Cognos 8 平台上建置的 Cube 的支援以及與 IBM Cognos 8 安全性的整
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Transformer User Guide》。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
現在，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 中管理 IBM® Cognos®8 活動。
您可以檢視目前、過去、特定日期的未來的或排程的活動清單。您可以篩選該清單以便僅顯示所
需項目。橫條圖將向您顯示活動概覽。
您可以設定項目的執行優先順序。您還可以檢視項目的執行歷程記錄，指定執行歷程記錄的保留
時間，以及重新執行失敗的項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活動管理"(第307頁)

我的監視項目
使用入口網站的 [我的監視項目] 區域可以檢視和管理為條件報表傳送設定的新報表版本和規則的
提示 (第285頁)。[我的監視項目] 功能可以使最終使用者從單個位置監控和管理對其非常重要的業
務資訊。
作為報表所有人，您必須允許報表使用者接收提示並為報表建立監視規則。如需有關如何啟用報
表的這些功能的資訊，請參閱"為報表啟用監視規則"(第385頁)。

報表提示
透過對報表啟用提示，您現在可在新版本可用時收到通知。每當由於排程或手動執行而執行並儲
存報表時，所有訂閱者都會收到表明新版本可用的電子郵件。
訂閱將儲存至 [我的監視項目] (第285頁) 的 [提示] 標籤，並且可以從該位置進行維護。
如需有關如何訂閱報表的資訊，請參閱"將自身新增到報表的提示清單或從報表的提示清單中移除
自身"(第383頁)。

監視規則
在 Cognos® Viewer 中提供了一種新的監視規則動作。您可以使用監視規則控制使用者收到新報表
版本可用通知的時間。執行並儲存報表時，將檢查使用者定義的閾值條件。如果此條件滿足使用
者的標準，則可以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表。
若要建立監視規則 (第385頁)，必須能夠以 HTML 格式檢視儲存的報表。您可以選取要監控的資
料，並輸入將觸發報表傳送的閾值條件。監視規則將儲存至 [我的監視項目] 的 [規則] 標籤(第285
頁)，並且可於該位置進行維護。
此功能讓使用者可以維護他們自己的報表分發偏好設定，並避免資訊超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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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個值進行逐層分析
現在，逐層分析更加強大和靈活。您可以將多個項目 (例如產品或國家/地區) 傳遞給目標報表 (第395
頁)。現在，無論建立的逐層分析路徑是何種類型，都可以使用此功能。選取多個值時逐層分析會
自動啟用。
在舊版本中，傳遞多個值僅在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的逐層分析路徑中才可用。

僅存在一個目標報表時直接前往該目標報表
現在，如果僅有一個目標報表可用，您可以在按一下 Cognos® Viewer 中的逐層分析連結後直接移
至該目標報表。如果有多個目標報表可用，請查看 [移至] 頁面，該頁面可讓您選取所需的目標報
表。無論逐層分析是在 Report Studio 中定義的還是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逐層分析定義中
定義的，該行為都自動進行且工作方式相同。
對於基於套件的逐層分析，如果只有一個目標報表，請按一下快顯功能表中的 [移至] 連結，直接
移至目標報表 (不是將滑鼠懸停於 [移至] 功能表上時看到的 [相關連結])。如果有多個目標報表，
按一下 [移至] 與按一下 [相關連結] 的效果相同。在這兩種情況下，您都可以查看 [移至] 頁面，該
頁面可讓您選取所需的目標報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逐層分析至其他目標"(第394頁)。

對 Microsoft Excel 2007 的支援
除既有的 Microsoft Excel HTML 格式外，IBM® Cognos®8 還支援將 Microsoft® Excel 2007 試算表軟體
原生試算表作為報表格式。Microsoft Excel 2007 XML 格式 (也稱為 XLSX) 提供了一種快速向 Microsoft
Excel XP、Microsoft Excel 2003 和 Microsoft Excel 2007 傳送原生 Excel 試算表的方式。
使用原生 Microsoft Excel 格式意味著試算表更小且更實用。由於新 Office Open XML 格式是受 ECMA
International 支援的公認業界標準，因此該新格式增添了可擴展開放式系統解決方案的開放式檔案
化整合格式的優點。
該新格式顯示在執行報表使用者介面中。Microsoft Excel XP 和 Microsoft Excel 2003 使用者必須安裝
Microsoft Office 相容性套件，該套件可為新格式提供檔案開啟和儲存功能。
如需有關 Excel 格式支援的詳細資訊，請參閱"Microsoft Excel 格式"(第376頁)。

將報表輸出儲存至檔案系統
現在，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將報表結果直接匯出至伺服器檔案系統。您可以決定
要匯出的格式，並從預先定義的目錄位置集中進行選取。此功能可以輕鬆地將 IBM Cognos 內容整
合至其他外部應用程式。
IBM Cognos 8 不會保留已匯出報表的記錄，但是會防止和解決將同一檔案多次儲存至同一目錄時
出現的名稱衝突。您負責在匯出之後管理報表。將建立具有相同檔案名稱前綴的 XML 描述符號檔
案，外部應用程式可以使用該檔案找到和管理已匯出的報表。
如果您已獲得此功能的存取權限，匯出選項將顯示為報表的執行選項。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儲
存報表輸出"(第379頁)。

重新提交失敗的工作和報表
您可以重新提交失敗的工作或報表 (第316頁)。例如，您發現由於登入無效致使包含 1,000 個報表
的工作中有 20 個報表失敗。修正問題並重新提交工作，以便僅重新執行 20 個失敗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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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版本中，如果您提交的報表失敗，則與該報表相關聯的執行選項會遺失。現在，不必重設執
行選項即可重新提交報表。
失敗的報表、工作和代理程式任務可以從執行歷程記錄中重新提交，該執行歷程可從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 [過去的活動] 頁面或 [動作] 頁面的項目進行存取。

重新提交失敗的代理程式任務
現在，可以將失敗的代理程式任務與其原始資料值一起重新提交 (第316頁)。在舊版本中，如果任
務失敗，傳遞給該任務的資料會遺失。如果將任務設定為僅處理新事件，則重新執行代理程式可
能不會解決此問題。

代理程式項目的預設動作
現在您可以選擇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選取代理程式項目後將執行的預設動作，可以選擇
除在 Event Studio 中自動開啟代理程式之外的其他動作 (第402頁)。有以下新的選擇：
●

顯示最新事件清單

●

執行代理程式

●

在 Event Studio 中開啟代理程式

預設動作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項目性質的 [代理程式] 標籤上進行定義。

包含標籤的入口網站頁面
現在，您可以建立包含多個標籤的易於瀏覽的頁面。該新的頁面類型也稱為儀表板。可使用名為
多頁的新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來建立儀表板。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多個標籤建立儀表板"(第297
頁)。

全域篩選器和增強的入口網站互動功能
您可以在包含一個或多個全域篩選器的入口網站中選取儀表板內容。全局篩選器可能為提示、向
上逐層分析或向下逐層分析動作或基於逐層分析內容的報表。例如，您可以向入口網站頁面新增
提示控制，以將所選內容自動傳遞給該頁面上的所有報表。當提示答案發生變更時，將相應地重
新整理所有相關報表。因此，如果您對國家/地區提示的回答是巴西，則將對頁面上的所有相關報
表進行篩選以顯示有關巴西的資料。
如果將這些技術用於包含標籤的儀表板，則會將內容傳遞給該儀表板的所有相應部分。此功能允
許單個選取一次驅動多個報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向頁面和儀表板新增互動功能"(第299頁)。

入口網站頁面中的 Metric Studio 內容
現在，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或儀表板可以顯示更多類型的 Metric Studio 計量資料和歷程記
錄圖表。該新內容可使用以下新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新增：
●

計量資料清單
用於將監視清單、職能清單、計分卡計量資料清單或策略計量資料清單新增至頁面。

●

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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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將說明計量資料歷史效能的圖形圖表新增至頁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頁面和儀表板"(第289頁)。

支援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2003 和 2007
現在，IBM® Cognos®8 支援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2003 和 2007。您可以與 Cognos 瀏覽器、
Cognos Search、Cognos Viewer、計量資料清單、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圖表和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等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配合使用此入口網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3"(第493頁)。

8.3 版中變更的功能
下面列出了自上一版本以來對功能所做的變更。包括直接相關主題的連結。

已更新的 IBM Cognos Connection 外觀
已對 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介面進行了變更，以便為您所關心的報表和資訊提供更多的
空間，並減少工具列和函數佔用的空間。新增功能包括：
●

[啟動] 功能表，它取代了 [工具] 功能表。
該功能表使您可以存取 IBM Cognos8 Studio、[逐層分析定義] 和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

[我的區域] 圖示
，使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存取 [我的監視項目]、[我的偏好
設定] 和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 區域。

●

名為 [業務] 的入口網站樣式。

●

更新的 [歡迎使用 IBM Cognos8] 頁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個人化入口網站"(第283頁)。

[前往] 頁面中的詳細資訊
其他資訊已新增至 [相關連結] 頁面。[相關連結] 也稱為 [前往] 頁面，用於向使用者顯示來源報表
中所有可用的逐層分析路徑。該頁面現在將自動顯示詳細資訊，例如目標報表及其位置。此等資
訊有助於您選擇要使用的逐層分析路徑。

Cognos 監視清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Cognos® 監視清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已由計量資料清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取代。在該新的入口網站
應用程式中，監視清單現在是可選選項之一。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頁面和儀表板"(第289頁)。

已取代功能
在舊版本的 IBM® Cognos®8 中稱為 [目錄] 的功能已由以下更細化的功能取代：
●

資料來源連結

●

設定功能與管理使用者介面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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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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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並配置 IBM® Cognos® 軟體後，您可以執行伺服器管理、資料管理、安全性和內容管理、活動
管理以及入口網站服務管理。
您還可以執行以下管理任務：
●

自動化任務 (第50頁)

●

為多語言報表設定環境 (第51頁) 並配置資料庫 (第53頁)

●

安裝字型 (第53頁)

●

設定印表機 (第54頁)

●

配置網頁瀏覽器 (第55頁)

●

允許使用者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存取 Series7 報表 (第57頁)

●

限制對 IBM Cognos 軟體的存取 (第58頁)

除了典型的管理任務之外，您還可以自訂不同 IBM Cognos 元件的外觀 (第521頁) 和功能 (第545頁)。
如需有關潛在問題的資訊，請參閱本指南的〈疑難排解〉一節。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您可以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 [啟動] 功能表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您必須具
有必要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管理區域

標籤

用途

作業

狀態

管理目前、過去、將來和已排定的 IBM Cognos 項目。

Content Manager 電腦

狀態

管理 Content Manager 電腦。

Content Store

配置

執行 Content Store 維護任務。

資料來源

配置

建立和管理資料來源連結

部署

配置

部署 IBM Cognos，以從來源環境中匯出，然後匯入目標環境。

Dispatcher 和服務

狀態

管理 Dispatcher 和服務

通訊群組清單與聯絡人

配置

建立和管理 通訊群組清單與聯絡人。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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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區域

標籤

用途

入口網站

配置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管理樣式、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
其它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印表機

配置

建立和管理印表機。

安全性

安全性

控制存取特定產品功能 (例如管理和報表) 以及功能中的特性 (例如
通用和使用者定義的 SQL)。

系統、Dispatcher、伺服器和服務 狀態
管理

使用系統計量資料監控系統效能和管理伺服器。

伺服器調整

狀態

調整伺服器效能。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安全性

建立和管理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自動化任務
實際上，您對產品執行的任何作業，均可以使用相應的 API、URL 介面或指令行工具實現，如下
表所示。

目標及文件

自動化介面

使用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開始進行基本報表製 BI Bus API

使用者介面
Report Studio

作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Getting
Started Guide》。
修改模型，或將其重新公佈至 UNIX® 或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 Script Player 工 Framework Manager
具
系統。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Developer Guide》和
《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使用 updateMetadata 和 queryMetadata 方法修改未公佈的模型。

BI Bus API

Framework Manager

BI Bus API

IBM Cognos Connection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使用 getMetadata 方法擷取公佈的套件中可用的查詢項目。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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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文件

自動化介面

使用者介面

授予使用者功能。

BI Bus API

IBM Cognos Connection
伺服器管理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管理並實施安全性。

BI Bus API

伺服器管理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透過 HTML 頁面中的超連結執行、檢視和編輯報表。

IBM Cognos Connection

URL 介面

IBM Cognos Viewer

使用 URL 檢視、編輯和執行報表。

Query Studio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Report Studio

處理 Content Store 中的物件。

BI Bus API

IBM Cognos Connection

管理 Content Manager。

Query Studio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Report Studio

管理報表。

Framework Manager
BI Bus API

IBM Cognos Connection

BI Bus API

IBM Cognos Connection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管理伺服器和管理 Dispatcher。

伺服器管理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修改或建立報表。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修改 IBM Cognos 軟體的功能。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URL 在 IBM Cognos BI 中執行任
務"(第811頁)。

BI Bus API 和
報表規格

Report Studio

URL 介面

IBM Cognos Connection
Report Studio
Query Studio

設定多語言製表環境
您可以建立以多種語言顯示資料的報表並使用不同的區域設定。這意味著您可以建立可由世界上
任何地方的報表取用者使用的單個報表。
IBM® Cognos® 軟體隨附的範例資料庫儲存了使用 25 種以上語言的文字欄位選集 (例如名稱和說
明)，以展示多語言製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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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建立多語言製表環境的流程：
❑

使用多語言中繼資料。
資料來源管理員可以在單個表格、列或欄中儲存多語言資料。

❑

建立多語言模型。
塑型者可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將多語言中繼資料新增至任何資料來源類型 (OLAP 除外) 的
模型中。他們可透過定義模型支援的語言、翻譯模型中諸如物件名稱和說明等的項目的文字
字串以及定義每個套件中匯出的語言來新增多語言中繼資料。如果資料來源包含多語言資料，
塑型者可以為報表使用者定義用於擷取使用預設語言的資料的查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

建立多語言地圖。
管理員和塑型員使用名為 Map Manager 的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統公用程式在 Report Studio
中匯入地圖和更新地圖標籤。對於國家/地區和城市名稱等地圖功能，管理員和塑型者可以定
義替用名稱，以提供顯示在地圖上的多語言版本的文字。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Map Manager Installation and User Guide》。

❑

建立多語言報表。
報表作者可使用 Report Studio 來建立可使用不同語言檢視的報表。例如，您可以指定當德文使
用者開啟報表時，文字 (例如標題) 以德文顯示。您也可以為文字物件新增翻譯，並建立其他
依賴於語言的物件。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

指定以何種語言檢視報表。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執行以下作業：
●

為入口網站中的每個項目定義多語言性質，例如名稱、螢幕提示和說明。

●

指定執行報表時使用的預設語言。
提示：您可以在執行選項頁面、報表性質或您的偏好設定中指定預設語言。

●

指定執行報表時使用的除預設語言以外的語言。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指南》。
之後，資料將以該語言及在以下項中指定的區域設定顯示
●

使用者的網頁瀏覽器選項

●

執行選項

●

IBM Cognos Connection 偏好設定

使用者或作者新增的所有文字將以他們鍵入文字時使用的語言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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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多語言報表配置資料庫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是一款 Unicode 產品，能夠查詢使用多種語言和編碼的資料。通
常，IBM Cognos BI 使用資料庫的原生資料編碼 (Latin-1、Shift-JIS、Unicode 等) 查詢資料庫。IBM
Cognos BI 會根據需要將此資料轉換為 Unicode。
使用兩個或更多資料編碼查詢資料庫時，Report Studio 會請求 Unicode 編碼的資料。某些資料庫要
求對客戶端或伺服器軟體進行特定配置以啟用此功能。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庫供應商文件。
附註：如需有關將字元在 Unicode 和 Shift-JIS 之間來回轉換時所產生來回轉換安全問題的資訊，請
參閱"Shift-JIS 字元的來回轉換安全配置"(第725頁)中有關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的資訊。

安裝字型
IBM® Cognos® 軟體使用字型
●

在瀏覽器中顯示 HTML 報表和頁面

●

在 IBM Cognos 伺服器上轉譯 PDF 報表

●

顯示 PDF 和 HTML 報表中使用的圖表

若要正確顯示輸出，在顯示報表或圖表的位置字型必須可用。對於圖表和 PDF 報表，字型必須安
裝在 IBM Cognos 伺服器上。例如，如果 Report Studio 使用者為報表選取了 Arial 字型，則 Arial 必
須已安裝在 IBM Cognos 伺服器上才能正確顯示圖表和 PDF 檔案。如果沒有所需的字型，則 IBM
Cognos 軟體將使用其它字型替代。
由於 HTML 報表在瀏覽器中顯示，因此必須在要讀取 HTML 報表的每個 IBM Cognos 軟體使用者
的個人電腦上安裝所需字型。如果沒有所需的字型，瀏覽器將使用其他字型替代。
建立報表時，您必須選取 IBM Cognos 伺服器或使用者已安裝的字型。Microsoft® 提供了不同的語
言套件，其中有多種字型可供選取，因此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中不會出現該問題。但
是，UNIX® 伺服器中很少會安裝字型。您應該準備好購買並安裝伺服器和瀏覽器客戶端所需的字
型。
如需有關 PDF 檔案設定的資訊，請參閱"PDF 檔案設定"(第148頁)。如需有關在報表中使用 PDF 格
式的資訊，請參閱"報表格式"(第375頁)。如需有關配置字型和對映替代字型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使用者指南》。

IBM Cognos 預設字型
如果未找到所需的字型，IBM® Cognos® 伺服器將使用預設字型轉譯 PDF 檔案和圖表。由於 Andale
WT (sans serif 字型系列的組成部分) 廣泛支援 Unicode 字元，因此將其作為預設字型。但是，沒有
必要對所有語言均使用該字型，並且該字型可能不如所購買字型美觀。另外，在大部分語言中此
字型不具有字型取代 (GSUB) 和連字支援功能。

Report Studio 字型
Report Studio 是在瀏覽器中執行的 HTML 和 JavaScript™ 應用程式。由於瀏覽器的設計，Report Studio
將在瀏覽器安全性沙箱內執行，並且無權存取本端電腦上已安裝的字型清單。而 Report Studio 將
使用在 IBM® Cognos® 全局配置中配置的字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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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印表機
若要使印表機在使用者分發報表時可用，您可以為印表機建立項目並將項目儲存在 IBM® Cognos®
Content Store 中。使用者要列印報表時，可以選取設定的印表機而不必瞭解印表機的網路位址詳
情。
建立印表機項目時，請確保已在安裝 IBM Cognos 的電腦上設定了所定義的印表機。如果未設定印
表機，使用者將無法使用。
若要設定印表機，您必須具有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所需的權限。您必須對 Cognos
名稱環境具有寫入權限。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列印需要考慮的事項
為避免可能出現的錯誤，嘗試列印前請確保滿足了以下條件：
●

請確保在安裝了 IBM Cognos 伺服器的每台電腦上均安裝 Adobe® Reader 5.0.5 或更高版本。

●

請確保使用具有網路印表機存取權限的帳戶啟動 IBM Cognos 伺服器。
有時，系統帳戶可能對網路印表機沒有存取權限。

●

如果 IBM Cognos 安裝在 UNIX® 作業系統上，請確保 Adobe Reader 安裝在啟動 IBM Cognos 的
使用者的路徑中。

●

如果 IBM Cognos 安裝在 UNIX 系統上，請確保 lpstat -v 指令傳回已配置的印表機，並確保已
定義了印表機變數。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定義印表機的網路位址時，請使用以下語法：
對於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請使用 \\server_name\printer_name。
對於 UNIX，請使用 printer_name。

●

定義印表機的網路位址時，請嘗試使用印表機的 IP 位址，而不是電腦名稱。

●

請確保 IBM Cognos 使用者對印表機具有正確的存取權限。
目錄管理員角色必須具有所有存取權限，每一個人群組必須具有讀取、執行和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印表機]。
將顯示印表機清單。
提示：若要移除某個印表機，請選取該印表機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刪除] 按鈕。
3.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印表機] 按鈕

。

4. 鍵入印表機的名稱，如果需要也可鍵入印表機的說明。
提示：請使用可以提供有關印表機明細的名稱，例如 Color Printer - 4th Floor
5. 鍵入印表機的網路位址 (對於安裝在 Windows 系統上的網路印表機，使用格式
\\server_name\printer_name，對於安裝在 UNIX 系統上的印表機或安裝在 Windows 系統上的本端
印表機使用格式 printer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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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 [完成]。
提示：若要檢查或指定印表機的存取權限，請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印表機的 [設定性質] 按鈕
，然後按一下 [權限] 標籤。

配置網頁瀏覽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產品使用預設瀏覽器配置。其他所需設定均特定於瀏覽器。
下表展示了必須啟用的設定。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所需的瀏覽器設定
瀏覽器

設定

Internet Explorer® (適 允許 Cookie
用於工作室與入口網 Active Scripting
站的設定)
允許 META REFRESH

IBM Cognos 元件
IBM Cognos Connection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Cognos Viewer
Report Studio
Query Studio
Analysis Studio
Event Studio
Metric Studio
PowerPlay® Studio

Internet Explorer (適用 執行 ActiveX 控制項與外 Report Studio
於部分 Studios 的設 掛程式
Query Studio
定)
標示為安全的 ActiveX 控 Analysis Studio
制項
Report Studio
Internet Explorer (適用 二進位和指令碼行為
於單一 Studio 的設定) 允許對剪貼簿進行程式
存取
Report Studio 和 Query Studio 使用原生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XML 支援 (其為瀏覽器的元件)。
必須啟用 ActiveX® 支援，因為 Microsoft 應用程式使用 ActiveX 執行 XML。IBM Cognos BI 不提供
ActiveX 控制項，也不下載這些控制項。此配置程序中僅啟用作為 Internet Explorer 的一部分安裝的
ActiveX 控制項。
如果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當您在 IBM Cognos 入口網站中開啟 PDF 文件時，可能會收
到 Adobe™ 連結錯誤。若要避免這些錯誤，請在 Internet Explorer 的 [工具] 功能表中，選取 [管理
附加元件]，並關閉 [Adobe PDF 讀取器連結助手]。
如果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網頁瀏覽器，則可以將 Gateway 的 URL 新增到信任網站清單
中。例如 http://<server_name>:<port_number>/ibmcognos。這可以自動提示檔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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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中有關配置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的主題。
IBM Cognos BI 使用以下 Cookie 儲存使用者資訊。

IBM Cognos BI 元件使用的 Cookie
Cookie

類型

AS_TICKET

工作階段暫 將 IBM Cognos BI 配置為使用 IBM Cognos Series 7
存
名稱環境時建立

caf

工作階段暫 內含安全性狀態資訊
存

Cam_passport

工作階段暫 儲存對 Content Manager 伺服器上儲存的使用者工
存
作階段的參考

cc_session

工作階段暫 保留 IBM Cognos Connection 專用的工作階段資訊
存

cc_state

工作階段暫 保留編輯作業期間的資訊，例如剪下複製及貼上
存

CRN

工作階段暫 內含內容及產品區域設置資訊，為所有 IBM Cognos
存
使用者所設定

CRN_RS

持續性

儲存使用者在 Report Studio 中為「檢視成員資料
夾」所做的選擇

PAT_CURRENT_ FOLDER

持續性

儲存現有資料夾路徑 (若有使用本端檔案存取功能
的話)，並在每次 [開啟] 或 [儲存] 對話方塊使用過
後更新。

pp_session

工作階段暫 儲存 PowerPlay Studio 專用的工作階段資訊
存

qs

持續性

userCapabilities

工作階段暫 包含所有功能以及目前使用者的簽名
存

usersessionid

工作階段暫 內含唯一的使用者工作階段識別碼，在瀏覽器工
存
作階段持續期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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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

類型

FrameBorder

工作階段暫 這些 Cookie 儲存用於匯出至 PDF 的偏好設定。
存

PageOrientation

目的

PageSize
PDFLayerDimension
PDFOPTS
DimTreeToolbarVisible

持續性

cea-ssa

工作階段暫 儲存用於確定是否與其他 IBM Cognos BI 元件共用
存
使用者工作階段資訊的設定。

BRes

工作階段暫 存儲用於確定轉譯圖表所使用的螢幕解析度的資
存
訊。

儲存用於確定是顯示還是隱藏維度檢視器工具列
的設定。

升級或安裝新軟體之後，請重新啟動網頁瀏覽器並建議使用者清除瀏覽器快取。

允許使用者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存取 Series7 報表
如果已正確配置 IBM® Cognos® 軟體以使用 IBM Cognos Series7 名稱環境，則您可以允許使用者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存取 IBM Cognos Upfront Series7 的 NewsIndex 和 NewsBox。
如果將 Upfront 設定為使用相關 URL，我們建議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Upfront 使用同一 Web 伺
服器。如果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Upfront 使用不同的 Web 伺服器，請配置 Series7 以使用完全
限定的 URL。這允許使用者使用網頁瀏覽器的後退按鈕從 Upfront 返回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如需有關配置 Series7 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eries7 Configuration Manager User Guide》。如
需有關執行 Series7 報表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 Series7 報表"(第396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將 IBM Cognos 配置為使用 IBM Cognos Series7 名稱環境。 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2. 在 [性質] 視中的 [Cookie 設定] 下，確保 [啟用安全標誌] 性質設定為 [為偽]。
3. 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然後關閉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4. 確保 IBM Cognos Series7 名稱環境的 Ticket 伺服器正在執行。
5. 確保 Series7 Ticket 伺服器的逾時值設定為等於或大於 IBM Cognos 通行證逾時值。
6. 在安裝了 IBM Cognos 軟體的電腦上，於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
請確保您的編輯器支援以 UTF-8 格式儲存檔案。
7. 尋找並編輯 (使用 XML 編輯器) series7 參數，如下所示：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57

章節2：IBM Cognos 軟體管理
<!-- Series 7 Integration parameters --> <param name="series7">
<enabled>true</enabled>
<!-- character encoding used by series7 -->
<encoding>series7_character_
encoding</encoding>
<!-- host and port to connect to Upfront server -->
<host>Upfront_host_name</host>
<port>Upfront_dispatcher_port_number</port>
<!-- Upfront
gateway location -->
<gateway>Upfront_gateway_location</gateway>
<!-- If required,
specify the prefix for IBM Cognos back URLs when linking to Series 7 content. (eg. http://
ibmcognos_computer) otherwise relative URL's will be used -->
<back-prefix>http://Series 7_
server</back-prefix> </param>

若要檢視 Series 7 使用的字元編碼，請在 Series 7 Configuration Manager 中的 [性質] 標籤上，依
次按一下 [IBM Cognos 共用]、[區域設置]，然後按一下 [編碼] 性質。
8. 將 system.xml 檔案儲存為 UTF-8 格式。
9.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停止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然後再重新啟動。
如需有關停止 IBM Cognos BI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限制對 IBM Cognos 軟體的存取
您可能不希望驗證來源中的所有使用者都具有 IBM® Cognos® 軟體的存取權限。若要保護 IBM Cognos
軟體，請配置產品以便僅允許屬於您的驗證來源或 Cognos 名稱環境中的特定群組或角色的使用者
進行存取。
我們建議使用 Cognos 名稱環境，因為它包含預先配置的群組和角色，可以幫助您快速保護 IBM
Cognos 軟體。其中一個預先配置的群組為每一個人。依預設，「任何人」群組屬於 Cognos 名稱環
境中的多個內建群組和角色。如果決定使用 Cognos 名稱環境，您必須將 [Everyone] 群組從所有內
建群組和角色中移除，並將其取代為已獲得授權可以存取 IBM Cognos 軟體的群組、角色或使用
者。
若要限制對 IBM Cognos 軟體的存取，請執行以下操作：
●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啟用限制存取所需的性質。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將「每一個人」群組從所有內置群組和角色中移除。
將其取代為已獲得授權可以存取 IBM Cognos 軟體不同功能區域的群組、角色或使用者。 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初始安全性"(第259頁)。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設定個別項目 (例如資料夾、套件、報表、頁面等) 的存取權限
(第237頁)。

如需有關 IBM Cognos 軟體中所使用的安全性概念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性模型"(第2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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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應用程式的生命週期可以是幾個月，甚至幾年。在該生命週期
內，資料可能會變更，並且出現新的要求。當基礎資料發生變更時，作者必須修改既有的內容並
開發新內容。管理員還必須隨著時間的變化更新模型和資料來源。如需有關使用資料來源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和《IBM Cognos 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在正在工作的應用程式中，技術和安全性基礎架構以及入口網站已準備就緒，並且變更管理、資
料控制等的流程也已準備就緒。如需有關與建立 IBM Cognos BI 內容相關聯工作流程的資訊，請參
閱《IBM Cognos Architecture and Deployment Guide》。如需其他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解決方案
執行方法工具組，其中包括實施說明和支援文件。www.ibm.com 上提供有關該工具組的資訊。
以下圖形提供如何使用 IBM Cognos BI 來在所有 IBM Cognos BI 元件上建置應用程式的概覽。

尋找和準備資料
來源和模型

❑

建置和公佈內容

傳送資訊

找到和準備資料來源和模型
IBM Cognos BI 可以從各種資料來源 (關係型和維度型) 中製表。資料庫連線建立在 Web 管理介
面中，用於塑型、編寫和執行應用程式。
若要對編寫和檢視使用資料，業務智慧工作室需要中繼資料的模型子集 (稱為套件)。中繼資
料可能需要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的進行大規模塑型。

❑

建置和公佈內容
報表、計分卡、分析、儀表板等建立在 IBM Cognos BI 的業務智慧工作室中。您要使用的工作
室取決於內容、生命週期和報表的讀者，以及資料是維度塑型還是關係塑型。例如，自助製
表和分析透過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IBM Cognos Query Studio 和 IBM Cognos
Analysis Studio 完成，並且已排程的報表建立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中。Report Studio 報表
和計分卡通常為更多讀準備、公佈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 或其他入口網站，並在其中排程
以進行快速寄發、分發等。您還可以使用 Report Studio 為自助製表準備範本。

❑

傳送和檢視資訊
您可以從 IBM Cognos 入口網站或其他受支援的入口網站傳送內容，並且檢視已儲存到入口網
站或使用其他機制傳送的資訊。您還可以在建立了報表、分析、計分卡等的業務智慧工作室
中執行它們。
如需有關微調和效能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和 www.ibm.com。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59

章節3：建置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應用程式

60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4：範例
本節介紹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範例的用途、內容和位置。它還討論了範例公司 Great
Outdoors 及其結構、資料庫、模型和套件。
如需有關如何設定範例資料庫的資訊，請參閱"安裝範例"(第66頁)。

Great Outdoors 公司範例
Great Outdoors 公司範例展示了產品功能以及技術和業務最佳做法。您也可以將它們用於試驗和共
用報表設計技術，以及用於進行故障排除。使用範例時，您可以連接到產品中的功能。
如需有關不同種類業務的範例，請參閱 www.ibm.com 上的產品設計圖。如需有關特定安裝選項和
環境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Architecture and Deployment Guide》或 www.ibm.com 上的 Proven
Practices (經過證明的實踐) 和 IBM Cognos Implementation Roadmaps (IBM Cognos 實施藍圖)。如需有
關稽核範例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如需有關 Mobile 範例的資訊，請
參閱《IBM Cognos Mobile Instal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Guide》。
Great Outdoors 公司或 GO 銷售或 Great Outdoors 名稱的任何其他變體，是虛構的業務運作商的名
稱，其範例資料是用於為 IBM 和 IBM 客戶開發範例應用程式的。其虛構記錄包括用於銷售交易、
產品分配、 財務以及人力資源的範例資料。文中所有名稱、地址、聯絡電話或交易價格純屬虛
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未經授權，不得複製。

範例的位置
產品隨附了範例，每個 Studio 的範例均在相關的使用者指南和線上說明中進行了說明。若要使用
範例，您必須安裝、設定並配置它們，或與管理員聯絡尋找它們的安裝位置。如需有關如何安裝
範例的說明，請參閱《IBM Cognos 安裝和配置指南》。如需有關如何設定和配置範例的說明，請
參閱《IBM Cognos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或《IBM Cognos 安裝和配置指南》。

範例概述
範例由以下內容組成：
●

兩個資料庫，其中包含了所有公司資料及相關的範例模型，以供查詢和分析

●

五個範例 Cube 及相關模型

●

計量資料來源，包括相關聯的計量資料、聯合公司的策略圖和計量資料萃取的模型。

●

報表、查詢、查詢範本和儀表板
執行交互式報表需要指令碼。 若要查看範例套件中包括的全部報表，請從範例內容安裝中將
檔案複製到部署資料夾，然後將部署匯入至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產品。

安全性
每個人都可以查看範例。若要實施安全性，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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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Outdoors 的公司集團
為使設計範例 (特別是財務範例) 的速度更快，某些關於 Great Outdoors 公司的一般資訊會很有用。
若要尋找使用特定產品功能的範例，請參閱此小節中的個別範例說明。
Great Outdoors 公司的收入來自公司商店和經銷運營。收入由全資子公司的收入合併而成。有六個
不同的組織，每個組織都有各自的部門和銷售分店。其中有五個組織是區域性公司。
第六個公司 (GO Accessories)
●

具有自己的在品牌、名稱、價格、色彩和大小上與其他 GO 公司不同的產品集合

●

銷售範圍從單一分店到所有區域和販售商店

●

既是總部位於日內瓦的運營公司，也是歐洲的三個 GO 子公司的部分所有者。

下圖展示了合併的公司結構 (包括 GO 中歐所有權的百分比變更)，並顯示了每個子公司的報表貨
幣和總帳前綴。
Great Outdoors Consolidated
(控股公司) 美元

GO 美洲
(AMX 1099) 美元
GO 亞太
(EAX 4199) 日圓
GO 附屬單位
(EUX 8199) 歐元
第 1 年 40%
第 3 年 50%

第 1 年 60%
第 3 年 50%
GO 中歐
(CEU 6199) 歐元
GO 南歐
(SEU 7199) 歐元
GO 北歐
(NEU 5199) 歐元

每個公司都具有相同的部門結構和相同的總帳結構，如下表所示。各分店可能不以相同的貨幣進
行報告。例如，美洲子公司以美元進行報告，但是公司部門的本地貨幣為加拿大元，而運營部門
的本地貨幣為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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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總帳)

部門 (總帳)

公司 (1700)

銷售 (1720)
行銷 (1750)
IS&T (1760)
人力資源 (1730)
財務 (1740)
採購 (1710)

運營 (1800)

生產與分配 (1820)
客戶服務 (1820)

每個公司都有完整的帳戶圖表。大多數帳戶 (例如非人事費用下的帳戶) 都位於部門層級，僅包含
摘要數量。例如，儘管每個行銷部門都具有費用，但是交易層級上發生營銷促銷的位置並未指定
成本。

員工
Great Outdoors 資料包含所有處、部門和職位的員工的完整清單。可以使用有關獎金 (全域獎金報
表) 和銷售佣金 (中歐銷售佣金報表)、培訓 (員工按年培訓報表) 和績效檢閱以及員工滿意度調查
(2006 年員工滿意度) 的報表的資料。如果使用 Metric Studio，則人力資源部門的範例計量資料也可
使用。
在 GO 資料倉庫 (分析) 套件中，測量和相關維度歸入資料夾中。員工被組織在區域階層架構和經
理階層架構中，以制定不同類型的易於製作報表的彙總。已為員工職位摘要測量定義彙總，以便
使職位計數和計劃的職位計數在以下每個時間層級上正確彙總：每月、每季或每年。如需範例，
請參閱計劃人數報表。
還在範例 LDIF 檔案中列出了員工 (第61頁)。此驗證目錄對於 Transformer 8 Cube 和 IBM® Cognos®
Planning 範例而言是必需的。其他範例均不取決於安全性設定檔。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和配置指南》。

銷售與行銷
可以使用 Great Outdoors 集團中的所有公司的關於銷售與行銷的資料。GO Accessories 具有更多明
細來支援分析範例。例如，請參見以 [銷售與行銷] Cube 為基礎的依產品品牌的收入與利潤率對比
分析。行銷和銷售活動與 Great Outdoors 區域公司相連。
總體而言，GO 公司的大多數產品系列 (逐年銷售額增長) 在所有區域 (2005 年 GO 子公司收入) 均
有穩定增長，這是由於諸如重複業務以及新產品或改進產品 (例如高利潤的太陽鏡產品系列) 方面
的增長等因素所致。五個區域公司 (GO Accessories 除外) 銷售的產品系列中，促銷活動已在多方面
獲得成功 (促銷成功 (按促銷活動、促銷包和季度))。如果使用 Metric Studio，也可在範例計量資料
中看到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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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調查
資料還包含來自客戶調查的資訊。例如，包含蚊蟲噴霧、遮光劑等的產品系列並未成功 (產品滿意
度 - 2005 年防曬)，並且販售商店不滿意的原因可能是客戶服務的水平，而不是退貨 (客戶退貨和
滿意度)。如果使用 Metric Studio，也可在計量資料中監控此資訊。

銷售渠道
公司渠道的收入在交易層級處獲得。經銷渠道的收入僅可在合併的層級處獲得 (銷售與行銷 Cube)。
關於販售商店的計量資料顯示，新販售商店渠道的數量在此資料涵蓋的時段內已下降。
GO Accessories 在世界範圍內進行銷售，並且僅銷售配件。GO Accessories 的交易資料是按品牌、
顏色和大小分析產品的主要來源。公司集團中的其他五個子公司是區域性的，向其所在區域的販
售商店銷售所有的產品系列。例如，報表「2005 年排名前 10 位的販售商店」使用弧形圖和清單資
料檢閱販售商店層級的收入。

Great Outdoors 資料庫、模型和套件
Great Outdoors 模型展示了塑型技術，且支援範例。模型基於 GO 資料倉庫和 GO 銷售交易資料庫，
是範例報表和查詢的基礎。每個模型包含兩個用於公佈資料分析 (維度) 和查詢視圖的套件。
如需每個範例報表或查詢的說明，請參閱您在其中開啟範例的工作室的使用者指南。如需有關塑
型技術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中繼資料塑型指南》或《IBM® Cognos® Framework Manager 使用者指
南》。
您必須有權存取 Framework Manager (IBM Cognos BI 中的塑型工具)，才能查看範例模型。您可能還
需要設定範例資料庫和連線。 如需說明，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和配置指
南》。

GO 資料倉庫
GO 資料倉庫模型 great_outdoors_data_warehouse.cpf 基於資料庫 GOSALESDW。它包含有關分組為
業務區域的人力資源、銷售與行銷以及務的相關資料。在資料庫視圖中，三個業務區已分組歸入
單獨的名稱環境中。資料庫視圖包含用於通用資訊的第四個名稱環境 (GO 資料)。
資料庫視圖與基礎資料庫的結構非常類似。所有表格 (資料庫查詢主題) 均未變更。這使 IBM Cognos
BI 在大多數情況下可直接從套件中擷取中繼資料，而不必使用對資料庫的中繼資料呼叫。資料庫
視圖中已進行以下變更和新增：
●

已根據需要新增結合。

●

為了允許在不同的詳細度層級進行彙總，已建立了某些模型查詢主題。如需範例，請參閱時
間和銷售或銷售數據之間的關係。

●

為了允許在查詢表和維度中的每個層級之間建立單一結合，已複製了查詢表。如需範例，請
參閱產品查詢表。

業務視圖僅包含模型查詢主題，沒有結合。業務視圖中已進行以下變更和新增：
●

模型查詢主題中已新增計算。例如，時間維度包含語言計算。

●

針對具有多個階層架構的資料庫，建立了新維度以組織每個階層架構。例如，請參見員工階
層架構，其中員工依經理和區域進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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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銷售交易資料庫
GO 銷售模型 great_outdoors_sales.cpf 基於 GOSALES 資料庫，其結構為交易資料庫。它主要包含銷
售資料。
資料庫視圖與基礎資料庫結構非常類似。資料庫視圖中已進行以下變更和新增：
●

為了能夠將數據表格與時間維度結合，已使用模型查詢主題和多部分結合。

●

已根據需要新增其他結合。

業務視圖僅包含模型查詢主題，沒有結合。業務視圖中已進行以下變更和新增：
●

模型查詢主題中已新增計算。

●

已將資料庫視圖中建立的為啟用時間維度上的結合的模型查詢主題作為參考捷徑進行連結。

●

針對具有多個階層架構的資料庫，建立了新維度以組織每個階層架構。

●

銷售人員是緩慢變更的員工維度的子集。在 GO 銷售中沒有唯一的員工金鑰，因此篩選器僅
擷取目前記錄。此模型不使用歷史資料。

範例 Power Cube
以下 Cube 以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中文隨 Great Outdoors 範例一起提供：
●

sales_and_marketing.mdc

●

employee_expenses.mdc

●

go_accessories.mdc

●

go_americas.mdc

●

go_asia_pacific.mdc

●

great_outdoors_sales_en.mdc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65

章節4：範例

範例套件
Great Outdoors 範例包括六個套件。以下是對每個可用套件的簡要說明。
Go 資料倉庫 (分析) 是 GOSALESDW 資料庫的維度塑型視圖。此套件可用於所有 Studio (包括 Analysis
Studio)。使用此套件，您可以進行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
Go 銷售 (分析) 是 GOSALES 資料庫的維度塑型視圖。此套件可用於所有 Studio (包括 Analysis
Studio)。使用此套件，您可以進行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
Go 資料倉庫 (查詢) 是 GOSALESDW 資料庫的非維度視圖。此套件可用於除 Analysis Studio 之外的
所有 Studio，並且在不必進行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時對報表非常有用。
Go 銷售 (查詢) 是 GOSALES 資料庫的非維度視圖。此套件可用於除 Analysis Studio 之外的所有
Studio，並且在不必進行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時對報表非常有用。
銷售與行銷 (Cube) 是基於 sales_and_marketing.mdc Cube 的 OLAP 套件。
Go 銷售 (Cube) 是基於 great_outdoors_sales_en.mdc Cube 的 OLAP 套件。
附註：OLAP 套件、Great Outdoor 銷售 (Cube) 和銷售與行銷 (Cube) 未提供多語言版本。IBM_Cognos_
PowerCube.zip 檔案庫包含每個套件的五個版本，分別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中文。

安裝範例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範例來學習如何使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包括 Framework
Manager、Metric Studio、Metric Designer、Event Studio、Business Insight 和 IBM Cognos Mobile。
IBM Cognos BI 提供了包含一家虛擬公司 (該公司名為 Great Outdoors 公司，銷售運動器材) 的銷售、
行銷和財務資訊的範例資料庫。
必須先安裝、配置和執行 IBM Cognos BI，然後必須安裝 IBM Cognos BI 範例，之後您才可以使用
範例資料庫。
若要使用塑型工具，您應為 Framework Manager、Metric Designer 和 Transformer 安裝元件。
如需有關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BI 元件及範例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I 安裝和配置指
南》。
若要設定範例，請執行以下操作：
❑

復原範例資料庫。您可以手動復原範例資料庫的備份檔案。如需說明，請參閱(第67頁)。您
也可以使用指令碼復原備份檔案。 對於 DB2®，請參閱 (第69頁)。對於 Oracle，請參閱 (第73
頁)。

❑

建立到範例資料庫的資料來源連結。

❑

如果您打算使用 OLAP 資料來源範例，請設定至範例 Cube 的連線 (如果需要)，並建立至您要
使用之 OLAP 資料來源的資料來源連線。
僅需要對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Cube、Essbase Cube 和 Cubing Services 執行設定任務。

❑

如果您計劃使用 Metric Studio 範例，請設定 Metric Studio 範例。

❑

如果您計劃使用 Metric Designer 範例，請為其設定資料來源連線、設定 Metric Studio 範例，並
匯入 IBM_Cognos_Samples 部署檔案庫和 IBM_Cognos_Metrics 部署檔案庫。

❑

將範例內容 (套件) 匯入 Content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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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要使用 Event Studio 來測試範例代理程式 ELM 傳回代理程式，請對變更的資料執行範
例代理程式。

完成這些任務後，請使用 IBM Cognos BI 執行範例報表或計分卡。稍後，您可以移除 IBM Cognos
BI 範例。

復原範例資料庫的備份檔案
若要使用範例，您必須復原範例資料庫的備份檔案。此動作將重新建立 Great Outdoors 資料庫的多
語言版本。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隨附以下範例資料庫和相關檔案。對於 Microsoft® SQL Server，每
個資料庫被作為一個 Microsoft SQL Server 備份檔案進行傳送。對於 Oracle，您將需要解壓縮
GS_DB_ORA.tar.gz 檔案。對於 DB2®，您將需要解壓縮 GS_DB.tar.gz 檔案。資料庫的位置如下所
示：

資料庫

檔案位置

Oracle

GS_DB_ORA\data

DB2

DB2\data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庫和檔案
資料庫或概要說明

檔名

Great Outdoors 銷售

GOSALES.zip

Great Outdoors 販售商店

GOSALES.zip

Great Outdoors 銷售資料倉庫

GOSALESDW. zip

Great Outdoors 市場調查

GOSALES.zip

Great Outdoors 人力資源

GOSALES.zip

Oracle 資料庫和檔案
資料庫或概要說明

檔名

Great Outdoors 銷售

GS_DB_ORA.tar.gz

Great Outdoors 販售商店

GS_DB_ORA.tar.gz

Great Outdoors 銷售資料倉庫

GS_DB_ORA.tar.gz

Great Outdoors 市場調查

GS_DB_ORA.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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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或概要說明

檔名

Great Outdoors 人力資源

GS_DB_ORA.tar.gz

DB2 資料庫和檔案
資料庫或概要說明

檔名

Great Outdoors 銷售

GS_DB.tar.gz

Great Outdoors 販售商店

GS_DB.tar.gz

Great Outdoors 銷售資料倉庫

GS_DB.tar.gz

Great Outdoors 市場調查

GS_DB.tar.gz

Great Outdoors 人力資源

GS_DB.tar.gz

復原範例資料庫時，請確保執行以下操作：
●

使已復原的資料庫的名稱與備份或匯出檔案的名稱相同。
名稱區分大小寫。
您要使用正確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

建立對多個概要中的表格均有選取權限的使用者。
GO 資料倉庫套件的設定指定單個連線物件和使用者登入。這需要名為 GOSALESDW 且對名
為 GOSALESDW 的單個概要下的表格具有選取權限的使用者。
GO 銷售套件的設定指定單個連線物件和使用登入。這需要一個名為 GOSALESDW 的使用者，
且該使用者對以下四個概要中的表格均具有選取權限：GOSALES、GOSALESHR、GOSALESMR
和 GOSALESRT。

●

在安裝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的電腦 (即 Oracle 或 DB2 用戶端) 上使用 UTF-8 字元集，
以便使用多種語言查看報表。
對於 DB2，您必須將 DB2CODEPAGE 環境變數的值設定為 1208。對於 Oracle，您必須將
NLS_LANG 環境變數設定為特定於區域的值。例如，將美洲的 NLS_LANG 設定為 American_
America.UTF8。

●

目標位置中具有足夠的可用磁碟空間。對於 GO 銷售資料 (四種概要)，需要保留 150MB 磁碟
空間；對於 GO 資料倉庫 (一種概要)，需要保留 200MB 磁碟空間。

Oracle 需考慮的事項
若要在參考不同概要的表格中建立外部索引鍵約束，您必須執行 gs_or_modify.sql (可在與 .dmp 檔
案所在的相同資料夾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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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SQL Server 注意事項
如果復原 Microsoft SQL Server 備份檔案，您必須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請確保將 TCP/IP 連線用於 Microsoft SQL Server。

DB2 需考慮的事項
要新增約束之 db2move 和指令碼的資料檔案位於資料目錄中。該資料目錄是在解壓縮 GS_DB.tar.gz
檔案時建立的。
如果使用 WinZip 在 Windows 中萃取 DB2 移動檔案，請確保未選取 [TAR file smart CR/LF conversion]
(TAR 檔案智慧 CR/LF 轉換) 選項。
萃取 DB2 移動檔案後，將概要復原為名為 GS_DB 的資料庫。
若要向 GS_DB 新增視圖、約束、使用者權限和儲存程序，請按以下順序準備並執行範例隨附的
gs_db_modify 檔案：
●

在 gs_db_modify.sql 頂部更新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然後儲存。

●

執行 gs_db_modify.bat

附註：如果指令碼檔案嘗試建立儲存程序，但該程序並不存在，則會產生錯誤。此錯誤不會影響
範例。

步驟
1. 在安裝了 IBM Cognos BI 的電腦上，請前往位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 的
SQL Server、Oracle 或 DB2 目錄。
2. 如果需要，將範例資料庫的備份檔案複製到資料庫備份目錄下。
若要確保 IBM Cognos BI 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請將檔案複製到已受保護防止未授權存取或不當
存取的目錄下。
3. 使用資料庫管理工具復原範例資料庫。
提示：
●

對於 SQL 備份檔案，從裝置復原資料庫並確保 .ldf 和 .mdf 資料庫檔案的復原位置正確。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soft SQL Server 文件或位於 IBM Cognos 客戶服務中心 (http://
www.ibm.com/software/data/cognos/customercenter/) 的 IBM Cognos 知識庫。

●

對於 DB2，建立 GS_DB 資料庫時，請建立具有 16 KB 頁面大小的資料緩衝區和相關聯的
表格空間。

4. 對於每個資料庫，至少建立一個對已復原的資料庫中的所有表格具有選取權限的使用者。
現在可以在入口網站中建立資料來源連結。

使用指令碼為 DB2 的範例資料庫復原備份檔案
您可以使用指令碼為 DB2® 的範例資料庫復原備份檔案。若要設定範例資料庫，您必須萃取 GS_DB
tar.gz 檔案、自訂一個配置檔案，然後執行設定指令碼。
在 Linux、UNIX 和 Windows 上為 DB2 安裝 Great Outdoors 範例資料庫的前提
您必須先驗證或配置權限，然後才能安裝範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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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萃取 GS_DB.tar.gz 檔案，並保留原始目錄結構。如果使用 WinZip 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
系統中萃取 DB2 移動檔案，請確保未選取 [TAR file smart CR/LF conversion] (TAR 檔案智慧
CR/LF 轉換) 選項。
2. 在 Linux® 和 UNIX® 作業系統上，修改 setupGSDB.sh 檔案的檔案權限，以便其可執行：chmod
u+x setupGSDB.sh。
3. 確保用於設定資料庫的使用者 ID 具有 DBADM 權限，或具有 DB2 中的以下權限：
●

CREATETAB

●

CREATE_NOT_FENCED_ROUTINE

●

LOAD

可選：編輯配置檔案
配置檔案包含建立 GOSALES 資料時使用的預設配置選項。預設配置設定有：

配置設定

預設

說明

GOSALES_INST

GS_DB

用於設定資料庫的名稱或別名。

GOSALES_CREATEDB

可選：導致捨棄具有相同名稱的既有資料庫。

GOSALES_DB_TERRITORY

US

建立資料庫時，這就是所建立的 UTF-8 資料庫之區
域。

GOSALES_BP

GOSALES_BP

GOSALES_TS

GOSALES_TS

可選：輸入緩衝池和表格空間名稱 (如果指令碼要建
立它們)。

GOSALES_GRANTEES

GOSALES, DB2ADMIN 輸入使用者、群組清單或 PUBLIC，它們將擁有
GOSALES、GOSALESHR、GOSALESMR 和
GOSALESRT綱要之控制權限。此字串必須遵循 GRANT
指令的語法。

GOSALESDW_GRANTEES

GOSALESDW
DB2ADMIN

輸入使用者、群組清單或 PUBLIC，它們將擁有
GOSALESDW 綱要之控制權限。

GOSALES_DPF

N

如果安裝資料庫分割環境 (DPF)，請變更為「Y」。

GOSALES_SCHEMA

GOSALES

輸入要用於每個綱要的名稱。

GOSALESHR_SCHEMA

GOSALESHR

GOSALESMR_SCHEMA

GOSALESMR

GOSALESRT_SCHEMA

GOSALESRT

GOSALESDW_SCHEMA

GOSALESDW

您可以自訂範例配置檔案，以使用預設值之外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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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指令碼可建立 GS_DB 資料庫、表格空間、表格和視圖，授予權限和修改範例資料庫的綱要名
稱。大多數情況下，您可以接受預設選項。如果要變更資料庫名稱或修改對資料擁有權限的使用
者或群組，您必須更新 GOSalesConfig 配置檔案。
可使用文字編輯器編輯該配置檔案。
提示：如果在 Windows 環境中編輯 UNIX shell 指令碼，請確保保留 UNIX 行尾。

檔案

說明

GOSalesConfig.bat

Windows 上的配置檔案

GOSalesConfig.sh

UNIX 上的配置檔案

依預設，會使用 GS_DB 資料庫名稱，並會將權限授予 DB2ADMIN (Linux、UNIX、Windows) 和
GOSALES 使用者。

在交互模式下執行設定指令碼
在交互模式下，setupGSDB 指令碼會提示您為 GS_DB 資料庫安裝確認或提供配置資訊。您可以接
受預設設定或提供其他設定來取代預設設定。
●

執行適用於您作業系統的設定指令碼。

作業系統

指令

Microsoft® Windows

在 DB2 指令視窗中，變更至 GS_DB/win 目錄，並執行 setupGSDB.bat 指令碼。

UNIX

在 shell 提示中，對 db2profile 執行 source 指令，變更至 GS_DB/unix 目錄，然後執行 setup
GSDB.sh 指令碼。
●

按 Enter 以繼續。提交對環境做出的變更之前，指令碼會顯示您所做選擇的摘要。如果您核准
這些選擇，按 Enter 即可讓指令碼做出變更。例如：

Please confirm the following settings: Database Name: GS_DB Drop and Recreate Database: Y DPF
environment: N Create a 16k Bufferpool named: GOSALES_BP Create a 16k Tablespace named: GOSALES_TS
GOSALES Grant users/groups: GOSALES, DB2ADMIN GOSALESDW Grant users/groups: GOSALESDW, DB2ADMIN
Administration User Name: db2admin Import the sample data to the following schemas: GOSALES
GOSALESHR GOSALESMR GOSALESRT GOSALESDW WARNING: If the database GS_DB already exists it will
be dropped Continue creating the sample data with these settings? (Y/N) Default=Y:

已設定 GS_DB 資料庫。

使用指令行選項執行設定指令碼
setupGSDB 指令碼可讓您在指令行上提供資訊，以減少指令碼的提示數。
使用指令行執行適用於您作業系統的指令碼。

作業系統

指令碼

Windows

setupGSDB.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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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

指令碼

UNIX

setupGSDB.sh
您可以使用以下選項執行 setupGSDB 指令碼：

選項

說明

-createdb

建立資料庫。此選項會捨棄所有具有相同名稱的既有資料庫。它會建立所需的緩衝池
和表格空間。

-database 資料庫名稱

指定資料庫的名稱。此值會覆蓋 GS_DB 預設值。

-userid 管理使用者_ID

指定用於建立資料庫的 DB2 管理使用者 ID 的名稱。

-password 管理使用者_ID 指定 DB2 管理員使用者 ID 的密碼。
-noprompt

指定不顯示提示。此選項會在靜默模式下執行指令碼。缺少任何資訊都會導致指令碼
失敗。系統不會提示您進行任何確認。
範例 1：您是 DB2 管理員，並想要在本端節點上建立預設 GS_DB 資料庫。您可執行以下指令：
setupGSDB -createDB -noprompt
範例 2：您想要在名為 GSDBY 的既有資料庫中建立表格，並要使用管理員使用者 ID db2admin。
執行以下指令：
setupGSDB -database GSDBY -userid db2admin
連線至 GSDBY 時，此指令碼會提示您輸入密碼。此指令碼會取代 GSDBY 資料庫中已存在的所有
表格，除非您選擇捨棄資料庫。

可選：在遠端伺服器上安裝範例資料
如果 GS_DB 範例資料庫已安裝在您環境中的遠端伺服器上，您可以在本端電腦上為遠端資料庫建
立目錄，然後在本端執行設定指令碼，以連結至遠端資料庫。
●

如果遠端伺服器上尚不存在範例資料庫，您可以使用 CREATE DATABASE 指令建立該資料
庫。資料庫需要 UTF-8 代碼集和 pagesize 為 16 KB 或更大的表格空間。例如執行以下指令，
以在遠端伺服器上建立資料庫：
CREATE DATABASE GS_DB USING CODESET UTF-8 TERRITORY US PAGESIZE 16k

●

在本端電腦上，為遠端資料庫建立目錄
db2 catalog tcpip node nodename remote ipaddr server port_number db2 catalog database GS_DB
as GS_DB at node nodename

●

在本端電腦上執行指令碼：
setupGSDB -database GS_DB -userid administration_user_ID

系統會提示您輸入密碼，以連線至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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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令碼為 Oracle 的範例資料庫復原備份檔案
您可以使用指令碼為 Oracle 的範例資料庫復原備份檔案。若要設定範例資料庫，您必須萃取
GS_DB_ORA.tar.gz 檔案、自訂一個配置檔案，然後執行設定指令碼。
為 Oracle 安裝 Great Outdoors 範例資料庫的前提
您必須先驗證或配置權限，然後才能安裝範例資料庫。
●

萃取 GS_DB_ORA.tar.gz 檔案，並保留原始目錄結構。

●

在 Linux® 和 UNIX® 作業系統上，修改 setupGSDB.sh 檔案的檔案權限，以便其可執行：chmod
u+x setupGSDB.sh。

●

確保用於設定 Oracle 資料庫的使用者 ID 具有建立使用者和執行匯入公用程式的權限。

編輯配置檔案：可選
配置檔案包含建立 GOSALES 資料時使用的預設配置選項。預設配置設定有：

配置設定

預設

說明

GOSALES_IMP_
CMD

imp

如有必要，可對其進行修改，以指定匯入公用程式正確版本的完整路徑。

GOSALES_INST
GOSALES_TS

Oracle 主機字串。
GOSALES_TS

如果使用者是由指令碼建立的，則使用該設定輸入表格空間名稱，以指定給
使用者。

GOSALES_
CREATE_TS

可選：用於為使用者建立預設表格空間。

GOSALES_TEMP_
TS

如果使用者是由指令碼建立的，則使用該設定為暫存表格空間命名，以指定
給使用者。將其保留為空白會使用預設暫存表格空間。

GOSALES_SCHEMA GOSALES

用於為 GOSALES 使用者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如果未輸入密碼，系統會
提示您輸入。

GOSALES_
SCHEMA_PW

GOSALESPW

GOSALESHR_
SCHEMA

GOSALESHR

用於為 GOSALESHR 使用者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如果未輸入密碼，系統
GOSALESHRPW 會提示您輸入。

GOSALESHR_
SCHEMA_PW
GOSALESMR_
SCHEMA

GOSALESMR

用於為 GOSALESMR 使用者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如果未輸入密碼，系統
GOSALESMRPW 會提示您輸入。

GOSALESMR_
SCHEMA_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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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設定

預設

說明

GOSALESSRT_
SCHEMA

GOSALESRT

用於為 GOSALESRT 使用者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如果未輸入密碼，系統
GOSALESRTPW 會提示您輸入。

GOSALESRT_
SCHEMA_PW
GOSALESDW_
SCHEMA

GOSALESDW

用於為 GOSALESDW 使用者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如果未輸入密碼，系統
GOSALESDWPW 會提示您輸入。

GOSALESDW_
SCHEMA_PW
GOSALES_
GRANTEES

GOSALES

用於輸入將擁有 GOSALES、GOSALESHR、GOSALESMR 和 GOSALESRT 綱
要之選取、插入、刪除、更新和變更權限的使用者。
附註：將永遠向 GOSALES_SCHEMA 的所有人授予所有綱要的選取、插入、
刪除、更新和變更權限。

GOSALESDW_
GRANTEES

GOSALESDW

用於輸入將擁有 GOSALESDW 綱要之選取、插入、刪除、更新和變更權限的
使用者。

您可以自訂範例配置檔案，以使用預設值之外的設定。
設定指令檔會建立配置檔案中指定的使用者和綱要。大多數情況下，您可以接受預設選項。如果
要變更綱要名稱或修改對資料擁有權限的使用者或群組，您必須更新 GOSalesConfig 配置檔案。
可使用文字編輯器編輯該配置檔案。

檔案

說明

GOSalesConfig.bat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上的配置檔案

GOSalesConfig.sh

UNIX 上的配置檔案

在交互模式下執行設定指令碼
在交互模式下，setupGSDB 指令碼會提示您為範例資料庫安裝確認或提供配置資訊。您可以接受
預設設定或提供其他設定來取代預設設定。
●

執行適用於您作業系統的設定指令碼。

作業系統

指令

Microsoft Windows

在 DOS 指令視窗中，變更至 GS_DB_ORA\win 目錄，並執行 setupGSDB.bat 指令碼。

UNIX

在 shell 提示中，變更至 GS_DB_ORA\unix 目錄，然後執行 setupGSDB.sh 指令碼。
●

按 Enter 以繼續。提交對環境做出的變更之前，指令碼會執行範例資料庫設定並顯示您所做選
擇的摘要。如果您核准這些選擇，按 Enter 即可讓指令碼做出變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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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confirm the following settings: Instance Name is ORAINST123 Create the following
user accounts and import the data: GOSALES GOSALESHR GOSALESMR GOSLAESRT GOSALESDW
Default tablespace is GOSALES_TS Temporary tablespace is DEFAULT Administration User name
is sys
WARNING: If the users already exist they will be dropped
Create a Tablespace
named GOSALES_TS
Grant select on the GOSALES schemas to GOSALES Grant select on the
GOSALESDW schema to GOSALESDW
Continue creating the sample data with these settings?
(Y/N) Default=Y:

提示：如果在 Windows 環境中編輯 UNIX shell 指令碼，請確保保留 UNIX 行尾。

使用指令行選項執行設定指令碼
setupGSDB 指令碼可讓您在指令行上提供資訊，以減少指令碼的提示數。
使用指令行執行適用於您作業系統的指令碼。

作業系統

指令碼

Windows

setupGSDB.bat

UNIX

setupGSDB.sh
您可以使用以下選項執行 setupGSDB 指令碼：

選項

說明

-createdb

建立使用者。此選項會捨棄所有具有相同名稱的既有使用者。

-database 資料庫名稱

指定 Oracle 實例的名稱。此值會覆蓋配置檔案中指定的預設值。

-userid 管理使用者_ID

指定用於建立使用者的 Oracle 管理使用者 ID 的名稱。

-password 管理使用者_ID 指定 Oracle 管理員使用者 ID 的密碼。
-noprompt

指定不顯示提示。此選項會在靜默模式下執行指令碼。缺少任何資訊都會導致指令碼
失敗。系統不會提示您進行任何確認。
範例 1：您是 Oracle 管理員，並想要建立預設範例資料庫綱要。您可執行以下指令：
setupGSDB -createDB -noprompt
範例 2：您想要在配置檔案指定的既有綱要中建立表格，並要使用管理員使用者 ID sys。執行以下
指令：
setupGSDB -YourOracleInstance -userid sys -sysdba
連線至 Oracle 實例時，此指令碼會提示您輸入密碼。此指令碼會刪除指定綱要中所有既有的表格
或視圖，並取代它們。

建立到範例資料庫的資料來源連結
您必須建立到已復原的範例資料庫的資料來源連結。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使用此資訊
來連線到範例資料庫並執行範例報表或使用範例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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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鍵入的 DB2® 資料庫名稱必須使用大寫字母。此外，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為 DB2 資料來源
鍵入的概要名稱必須使用大寫字母。
在建立資料來源連結之前，您必須復原範例資料庫的備份檔案。此外，請確保 IBM Cognos BI 服務
正在執行。
若要建立資料來源，您必須具有對 [資料來源連結] 安全特性的執行權限和對管理安全功能的遍訪
權限。您必須對 Cognos 名稱環境具有寫入權限。
如果您在未安裝 IBM Cognos BI 應用程式層元件的電腦上復原了範例資料庫，您可能需要安裝資料
庫用戶端以存取範例資料庫。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中的〈設定製表資料庫
的資料庫連線〉。

步驟
1. 過連線至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並在 [歡迎] 頁面上按一下 [管理 IBM Cognos Content] 開啟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按一下 [配置] 標籤。
3. 按一下 [新資料來源] 圖示

。

4. 在 [名稱] 方塊中，鍵入 great_outdoors_sales，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5. 在連線頁面中，按一下已復原並要連線至的資料庫類型，選取隔離層級，然後按一下 [下一
步]。
將顯示所選資料庫的連線字串頁面。
提示：在 great_outdoors_sales 資料來源中指定的使用者必須對所有 GOSALES、GOSALESRT、
GOSALESMR 和 GOSALESHR 概要中的表格均具有選取權限 (第67頁)。
6. 執行以下作業之一：
●

如果您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中復原了範例資料庫，請在 [伺服器名稱] 方塊中，鍵入已
復原的資料庫所在伺服器的名稱。在 [資料庫名稱] 方塊中，鍵入 GOSALES。
IBM Cognos BI 範例需要將 TCP/IP 連線用於 Microsoft SQL Server。確保將 [SQL Server 安全
性] 設定為 [SQL Server 和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而不是 [僅 Windows]。範例使用
SQL Server 安全性進行驗證。

●

如果您是在 Oracle 中復原的範例資料庫，則請在 [SQL*Net 連線字串] 方塊中，鍵入 Oracle
連線字串。

●

如果您是在 DB2 中復原的範例資料庫，請在 [DB2 資料庫名稱] 方塊中，用大寫字母鍵入
GS_DB。在 [DB2 連線字串] 方塊中，鍵入 DB2 連線字串。

●

如果將範例 Cube 部署到了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Services，請在 [名稱] 方塊
中，鍵入 sales_and_marketing_cs。在 [指定連線] 頁面上的 [類型] 方塊中，選取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services (XMLA)]。在 [指定連線字串] 頁面上的 [伺服器 URL]
方塊中，鍵入伺服器名稱和 Cube 的 XMLA 埠號，後跟 /IBMXmlAnalysis。例如，myserver:
1999/IBMXmlAnalysis。

7. 在 [登入] 下，選取 [密碼] 和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入] 核選方塊，鍵入復原資料
庫時所建立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然後按一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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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若要測試參數是否正確，請按一下 [測試連線...]。
8. 按一下 [完成]。
9. 對 GOSALESDW 範例資料庫或概要重複步驟 4 到步驟 9，並在步驟 5 中鍵入 great_outdoors_
warehouse。
10. 如果 GOSALES 模型將由塑型員在 IBM Cognos Transformer 中使用，則必須手動將連線字串新
增到 cs7g.ini 檔案中。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Great Outdoors 資料來源連結將作為項目顯示在 [資料來源連結] 中。
現在可以匯入範例，除非連線字串中有語法錯誤或存在不正確的參數。

設定 Microsoft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Cube 範例
IBM® Cognos® Connection 或 Framework Manager 提供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MSAS) 的範例 Cube。
對於財務資料，請使用從 GOSALESDW 資料庫衍生的 GO 財務數據 Cube。該 Cube 包含所有帳戶
的年初至今和每月財務資料，以便您可以在 Analysis Studio、Query Studio 和 Report Studio 中建立財
務結單。該資料是 2004、2005、2006 或 2007 年 (僅 7 個月的實際資料) 實際提交的美元。
財務 Cube 和資料庫的 MSAS2000 版本位於 GOFinanceFact_XX.cab 檔案中。MSAS2005 版本位於
GOFinanceFact_XX.abf 檔案中。其中，XX 表示語言。例如，XX 可以取代為表示英語的 EN。也存
在 Cube 的 MSAS2008 版本，但僅有 2000 和 2005 版本的報表內容。
對於銷售資料，請使用從 GOSalesFact_XX 分析服務資料庫 (基於 GOSALESDW SQLSERVER 資料
庫) 所衍生的 GOSalesFact Cube。該 Cube 包含諸如單位成本、單位價格、數量和銷貨毛利等測量
值。維度包括時間、產品和販售商店。
銷售 Cube 和資料庫的 MSAS2000 版本歸檔在 GOSalesFact_XX.cab 中。MSAS2005 版本位於
GOSalesFact_XX.abf 可復原備份檔案中。
該備份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cubes/MSAS 目錄中。必須將檔案復原為
執行適用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第67頁) 並托管 GOSALESDW 資料庫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
料庫。
附註：必須在本端客戶端上安裝 Microsoft XML 6.0 解析程式和 Microsoft SQL 2005 Analysis Services
9.00 OLEDB 提供程式，才能建立到 MSAS Cube 的資料來源連結。

步驟
1. 在安裝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電腦上，移至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
cubes/MSAS/en 目錄。
2. 將 GOSALESDW.cab 和 GOSALESDW.abf 檔案複製到可以從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分析伺服器
中的分析管理員主控台進行存取的目錄下。
3. 使用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分析管理員從 GOSALESDW.cab 和 GOSALESDW.abf 檔案復原資
料庫。
現在，您可以參考您復原的 GOSalesFact_XX 或 GOFinanceFact_XX Cube，以在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建立至這些 MSAS 資料來源的資料來源連線。 (第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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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Services 範例
在安裝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Services 範例之前，必須先復原 DB2® 範例資料庫。

使用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Services 檔案的步驟
1. 在安裝 IBM® Cognos® 軟體的電腦上，移至位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cubes/
CubingServices/EN 中的 db2 目錄。
2. 如果需要，請將 csgodw.xml 檔案複製到您的工作目錄中。
3. 在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Design Studio 中，將 csgodw.xml 中繼資料檔案匯入至以 DB2 GS_DW
概要為基礎的資料模型。
4. 將 CSGODW Cube 部署到 DB2 GS_DW 概要中。
5. 使用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Administration Console，將新的 Cube 新增至一個 Cube 伺服器，
並執行該 Cube。
記下該 Cube 的 XMLA 埠號，因為資料來源連線需要使用此號碼。
您現在即可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中建立資料來源連線。

設定 TM1 範例
若要使用 TM1® 範例，您必須執行以下作業：
●

安裝伺服器

●

建立至配置檔案的捷徑

●

匯入部署檔案

●

建立資料來源連線

若要安裝 TM1® Great Outdoors Server 範例，請解壓縮 greatoutdoors.zip 檔案並進行安裝。若要安裝
TM1 FinanceFact Server，請解壓縮 financefact.zip 檔案並進行安裝。這些檔案的預設安裝路徑為：C:
\Program Files\IBM\Cognos\c10\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cubes\tm1。

步驟
1. 確保已安裝 TM1 軟體，並且伺服器已啟動。
2. 建立至 TM1s.cfg 配置檔案的預先配置位置的桌面捷徑。預設位置為：C:\Program Files\IBM\
Cognos\TM1\bin\tm1s.exe" -z "C:\ProgramFiles\IBM\Cognos\c10\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cubes\
tm1\greatoutdoors."。
3. 如果您的配置檔案的位置不同，請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配置檔案，然後進行修改。一個基本
配置檔案的範例如下。
安全性模式
●

如果將 IntegratedSecurity 模式設定為 1。則所有用戶端均必須提供資料庫使用者名稱和密
碼。

●

如果將 IntegratedSecurity 模式設定為 2。則用戶端可以選擇透過提供資料庫使用者名稱和
密碼進行連線，或者使用單次登入機制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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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將 IntegratedSecurity 模式設定為 3。則所有用戶端均必須使用單次登入機制進行驗證。
TM1S
DataBaseDirectory=C:\ProgramFiles\IBM\Cognos\c10\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cubes\tm1\
greatoutdoors
LoggingDirectory=C:\ProgramFiles\IBM\Cognos\c10\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tm1\greatoutdoors\
LogFiles
ServerName=GreatOutdoors
PortNumber=33339
AdminHost=localhost
Language=eng
Protocol=tcp
NetworkFrame=
SaveTime=
DownTime=
RuleTraceOn=

如需有關設定配置檔案及其參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TM1 Operations Guide》。
4. 若要啟動伺服器，請啟動至 TM1s.cfg 的桌面捷徑。
5. 若要匯入報表部署檔案 Sales_plan.zip、Sales_plan_TC.zip 和 TM1_FinanceFact.zip，請使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將建立 Financefact 和 Salesplan 套件。這兩個套件連線到 TM1_FinanceFact 和 TM1_SalesPlan 資料來
源，您必須現在就在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建立這兩個資料來源。
部署套件參考以下資料來源。
提示：如需繁體中文版本，請使用 x_TC 套件。

應用程式

資料來源

Great Outdoors

TM1_SalesPlan
TM1_SalesPlan_TC

FinanceFact

TM1_FinanceFact
TM1_FinanceFact_TC

部署套件參考以下 Report Studio 報表。

套件

報表

GreatOutdoors

最暢銷產品
通路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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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件

報表
預測收入 (依區域)：高爾夫球用品店
高爾夫球用品店銷售預測 - 美洲與亞太地區
毛利預測

FinanceFact

資產負債表 - 美洲
資產負債表 - 中歐
收益表
資金來源及運用 (中歐)

設定 Essbase Cube 範例
若要設定 Essbase Cube 範例，您必須已安裝 Oracle Essbase 和 Essbase 整合服務主控台。
或者，您可以設定較小的 Essbase Cube GODBReduced.zip，它是完整版本 GODWENU 的篩選版本。
若要設定較小版本，請解壓縮 GODBReduced.zip，載入 Essbase 環境中的 OTL 和 txt 檔案並執行以
下顯示的步驟。

步驟
1. 前往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cubes\Essbase\Outlines_and_Raw_Data 目錄。
該目錄包含不同語言的 zip 檔案，例如 EN.zip (英語) 或 JA.zip (日語)。
2. 解壓縮適用於您的語言的檔案。
每個 zip 檔案均包含以下兩個檔案：
●

languageU_Data.txt，例如 ENU_Data.txt 或 JAU_Data.txt。

●

GODWlanguageU.otl，例如 GODWENU.otl 或 GODWJAU.otl。

3. 使用 Essbase 中的區塊儲存建立 Unicode 應用程式。
4. 在該應用程式內建立新的資料庫。
您可以將 GODWlanguageU (例如 GODWENU 或 GODWJAU) 用作資料庫名稱，也可以自行選擇
名稱。
5. 複製 GODWlanguageU.otl 檔案並貼至您的資料庫目錄。
6. 如果步驟 4 中指定的資料庫名稱不同於 GODWlanguageU，請重新命名 GODWlanguageU.otl 檔
案以與您建立的資料庫名稱相符。
確認是否要覆蓋 .otl 檔案。
7. 在 [Essbase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主控台中，開啟您的資料庫概要，然後將其儲存。
確認是否儲存概要 (即使未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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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複製 languageU_Data.txt 檔案，並將其貼至與 .otl 檔案所在的相同目錄。
9. 在 [Essbase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主控台中，在您建立的資料庫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 [Load
Data]。
10. 在您的資料庫目錄中瀏覽到 languageU_Data.txt 檔案，選取此檔案，然後按一下 [OK]。
11. 成功載入資料後，在該資料庫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 [Execute Calculation]。
12. 選取預設計算，然後按一下 [OK]。
計算程序最多可能花費 5 小時，這取決於安裝 Essbase OLAP Server 的電腦。
現在，您可以建立到 Cube 的資料來源連結。

建立到 OLAP 資料來源的資料來源連結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提供以下 OLAP 範例：
●

GO 銷售數據和 GO 財務數據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Cube

●

Great Outdoors 公司 Cube，包括 sales_and_marketing、employee_expenses、go_accessories、go_
americas、go_asia_pacific 和 great_outdoors_sales_en。

●

Great Outdoors DB2 Cube

您必須建立到 Cube 的資料來源連結才能使用這些範例。您必須先設定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Cube 範例或設定 Essbase Cube 範例 (如果正在使用它們)，然後再建立資料來源連結。
您可以增大讀取快取大小來提高查詢效能，雖然此設定對開啟 Cube 所需的初始時間沒有影響。
依預設，每個使用者均可以存取範例。若要建立資料來源，您必須具有對 [資料來源連結] 安全特
性的執行權限和對 [管理] 安全功能的遍訪權限。您必須對 Cognos 名稱環境具有寫入權限。

針對 PowerCubes 的步驟
1. 過連線至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並在 [歡迎] 頁面上按一下 [管理 IBM Cognos Content] 開啟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按一下 [配置] 標籤。
3. 按一下 [新資料來源] 按鈕

。

附註：您必須為每個 Cube 新增資料來源連結。
4. 若要為銷售與行 Cube 建立資料來源連結，請在 [名稱] 方塊中鍵入 sales_and_marketing，然後按
一下 [下一步]。
5. 在連線頁面中的 [類型] 下，依次按一下 [IBM Cognos PowerCube]、[下一步]。
將顯示所選資料庫的連線字串頁面。
6. 可選：在 [讀取快取大小 (MB)] 方塊中，鍵入 Cube 的快取大小 (以百萬位元組為單位)。
如果將此欄位留空或鍵入 0，則 IBM Cognos Connection 將使用配置資料夾中 ppds_cfg.xml 檔案
中的預設值。
7. 在 [Windows 位置] 方塊中，為資料來源連結鍵入 Sales_and_Marketing.mdc 檔案的位置和名稱。
例如，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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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cubes/PowerCubes/En/Sales_and_Marketing.mdc
您可以定義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路徑或 UNIX® 作業系統路徑。
8. 若要測試參數是否正確，請執行以下作業：
●

按一下 [測試連線]。

●

按一下 [測試]。

●

完成測試後，按一下 [關閉] 兩次。

9. 按一下 [完成]。
現在，您可以為 PowerCube 匯入範例套件以使用此資料來源，也可以使用 Cube 建立您自己的套
件。

針對 Oracle Essbase Cube 的步驟
1. 開啟 Framework Manager。
2. 按一下 [建立新專案]。
3. 在 [新增專案] 頁面中，指定專案的名稱和位置。
4. 在 [選取語言] 頁面中，按一下專案的設計語言。
5. 按一下 [確定]。
隨即顯示中繼資料精靈。
6. 在連線頁面中的 [類型] 下按一下 [Oracle Essbase/IBM DB2 OLAP 伺服器]，選取隔離層級，然後
按一下 [下一步]。
將顯示所選資料庫的連線字串頁面。
7. 在 [伺服器名稱] 方塊中，鍵入伺服器的名稱。
8. 若要測試參數是否正確，請按一下 [測試]。
9. 按一下 [完成]。
若要使用此資料來源，您必須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使用此資料來源建立套件，然後公佈該套
件。

針對 Microsoft 分析服務 Cube 的步驟
1. 過連線至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並在 [歡迎] 頁面上按一下 [管理 IBM Cognos Content] 開啟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新資料來源]。
3. 在 [名稱] 方塊中，鍵入資料來源連結的名稱，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

對於 GOFinanceFact Cube，鍵入 GOFinanceFact_XX_MSAS2005。

●

對於 GOSalesFact Cube，鍵入 GOSalesFact_XX_MSA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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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增資料來源精靈的 [指定連線] 頁面中，根據您正存取的 Cube 相應地按一下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5] 或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透過 ODBO)]。
5. 按一下 [下一步]。
6. 在 [伺服器名稱] 方塊中，鍵入已復原的資料庫所在伺服器的名稱。不需要反斜線。
7. 在 [登入] 下，選取 [密碼] 核選方塊，然後選取 [建立「每一個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入] 核選
方塊。為 MSAS 資料庫鍵入使用者 ID 和密碼。對於 MSAS2005，這是網路登入。
8. 按一下 [測試連線]，然後按一下 [測試] 按鈕。按一下 [關閉]。
9. 按一下 [完成]。此時會提示您建立套件。
或者，您可以從範例部署檔案庫部署既有套件。部署檔案庫的名稱與在步驟 4 中指定的資料
來源連結名稱相符，並且包含與相關聯的 Cube 一起使用的範例報表。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配置] 標籤上的 [內容管理] 中，按一下 [新匯入]。新增匯入精
靈將提示您選取部署檔案庫。選取部署檔案庫時，請務必按一下 [編輯] 並為套件指定目標名
稱以防止覆寫既有套件。
10. 若要建立套件，請勾選 [建立套件]，然後按一下 [確定]。
11. 指定套件名稱，然後按一下 [確定]。
●

對於 GO 財務數據 Cube，鍵入 GOFinanceFact_XX_MSAS2005。

●

對於 GO 銷售數據 Cube，鍵入 GOSalesFact_XX_MSAS2005。

12. 指定復原的分析服務資料庫，GOFinanceFact_XX 或 GoSalesFact_XX：
●

對於 GOFinanceFact Cube 或 GOSalesFact Cube，鍵入 GOSALESDW。

●

對於 GO 銷售數據 Cube，鍵入 GO Sales Fact。

13. 按一下適用於該資料庫的 Cube。
14. 按一下 [完成]。

設定 Metric Studio 範例
若要設定 Metric Studio 範例，請執行以下操作：
❑

建立名為 GOMETRIC 的 Metric Store。
如需有關建立 Metric Store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和配置
指南》。

❑

建立使用資料來源 go_metrics 的名為 GO Metrics 的新計量資料套件。
精靈進行提示時，選取標準公歷並接受年、季和月的預設。選取 2004 年 1 月 1 日作為包括本
年時段的開始日期。例如，如果是 2008 年，請使用至少 5 年的時段。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計量資料套件"(第419頁)。

❑

設定匯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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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計量資料的資料和檔案匯入 Metric Store。

設定匯入來源的步驟
1. 將所有文字檔案從相應的資料夾複製到資料夾 c10_location/deployment/cmm：
●

對於 Microsoft® SQL Server 或 Oracle，請從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
metricsdata/GOMetrics_Unicode 複製

●

對於 DB2®，請從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metricsdata/GOMetrics_UTF8 複
製

●

對於所有資料庫 (_針對英語範例，而不是多語言 Unicode 範例)，請從 c10_location webcontent/
samples/datasources/metricsdata/GOMetrics 複製。

提示：您可能需要建立 cmm 資料夾。
2. 在 [公共資料夾] 中，按一下 [GO Metrics]。
3. 在 Metric Studio 的 [工具] 清單中，按一下 [匯入來源]。
4. 在預設匯入來源旁邊的 [動作] 欄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圖示。
5. 在 [計量資料部署位置] 下，按一下 [cmm] 資料夾。這是預設部署位置。
6. 按一下 [包括子目錄]。
7. 在 [檔案格式] 方塊中，按一下 [8.4.2]。
8. 在 [字元集編碼] 下，選取相應的編碼，然後按一下 [確定]。
●

對於 Microsoft SQL Server 或 Oracle，請選取 [Unicode (UTF-16)]

●

對於 DB2，請選取 Unicode (UTF-8)

●

對於 [GO Metrics] 資料集，選取 [西歐語 (Windows-1252)]，或選取 [其他] 將資料集保留為
空。

現在可以在 Metric Studio 中使用 GO Metrics 套件。

將計量資料的資料和檔案匯入 Metric Store 的步驟
1. 選擇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還是 Metric Studio 將檔案匯入 Metric Store：
●

若要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請在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中，透過按一下 [動
作] 欄中的檢視計量資料套件內容圖示開啟 GO Metrics 套件。按一下 [計量資料維護]。

●

若要使用 Metric Studio，請在 Metric Studio 中，於 [工具] 清單中，按一下 [計量資料維護]。

2. 按一下 [將資料從檔案匯入並轉移至 Metric Store] 計量資料任務。
提示：如果出現錯誤，請按一下 [清除資料轉換區域拒絕的資料記錄]、[僅清除計量資料歷程
記錄資料] 和 [清除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和行事曆資料]。
提示：透過按一下 [清除稽核歷程記錄]，您還可以從計量資料儲存庫中清除所有既有的稽核
記錄資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清除稽核歷程記錄"(第4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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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透過按一下 [清除稽核歷程記錄]，您還可以從計量資料儲存庫中清除所有既有的稽核
記錄資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有關在《管理和安全性指南》中清除稽核歷程記錄的主題。
現在可以在 Metric Studio 中使用 GO Metrics 套件。

匯入範例
若要使用範例套件和其他內容，您必須從範例部署檔案庫中匯入它們。
在匯入 IBM_Cognos_Samples.zip、IBM_Cognos_Metrics.zip、IBM_Cognos_Mobile.zip、IBM_Cognos_
Office.zip、IBM_Cognos_Audit.zip、IBM_Cognos_Statistics.zip、IBM_Cognos_csgodw.zip 或 IBM_Cognos_
DrillThroughSamples.zip 部署檔案庫前，您必須復原資料庫 (第67頁)。 您還必須建立到範例資料庫
的資料來源連線 (第75頁)。每個部署均需要資料來源連線才能執行報表。
匯入 IBM_Cognos_PowerCube.zip 部署檔案庫之前，您必須建立與相應 PowerCube 的資料庫連線，
並選取您想要使用的語言。您選取的語言必須受您所在區域支援。
如需有關區域設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 安裝和配置指南》。

步驟
1. 將 zip 檔案從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content 目錄下複製到儲存部署檔案庫的目錄。
預設位置為 c10_location/deployment。該位置在配置工具中設定。如需有關變更位置的資訊，請
參閱配置工具線上說明。
2. 過連線至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並在 [歡迎] 頁面上按一下 [管理 IBM Cognos Content] 開啟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內容管理]。
附註：若要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存取此區域，您必須具有存取 [管理任務] 安全特性
的所需權限。
4.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匯入] 按鈕。
隨即顯示 [新匯入] 精靈。
5. 在 [部署檔案庫] 方塊中，選取以下檔案庫：[IBM_Cognos_Samples]、[IBM_Cognos_PowerCube]、
[IBM_Cognos_Metrics]、[IBM_Cognos_DrillThroughSamples]、[IBM_Cognos_Audit]、
[IBM_Cognos_Mobile]、[IBM_Cognos_csgodw] 或 [IBM_Cognos_Office]。
6. 按一下 [下一步]。
7. 為部署檔案庫鍵入唯一的名稱和可描述以及螢幕提示，選取要將其儲存到的資料夾，然後按
一下 [下一步]。
8. 在 [公共資料夾內容] 方塊中，選取要匯入的資料夾。
IBM_Cognos_Samples 部署檔案庫中包含單個名為 [範例] 的資料夾，該資料夾中包含以下兩個
子資料夾：[模型] 和 [範例範本]。[模型] 資料夾中包含以下套件或資料夾：
●

[GO 資料倉庫 (分析)]、[GO 資料倉庫 (查詢)]、[GO 銷售 (分析)]、[GO 銷售 (查詢)]。

●

[儀表板資料夾]、[儀表板物件]、[Business Insight 範例]、[互動範例]

附註：[GO 資料倉庫 (分析)] 套件中的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資料夾包含用於外部資料的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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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_Cognos_PowerCube 部署檔案庫包含以下語言的套件或資料夾：
●

英文 - 銷售與行銷 (Cube)

●

法文 - 本地化套件

●

德文 - 本地化套件

●

日文 - 本地化套件

●

簡體中文 - 本地化套件

[IBM_Cognos_Metrics] 部署檔案庫中包含以下套件或資料夾：
●

GO Metrics

[IBM_Cognos_Mobile] 部署包含：
●

五種語言的 [銷售與行銷 (Cube)] 資料夾：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中文

對於 IBM_Cognos_Mobile 部署檔案庫，您必須設定以下資料來源的資料來源連線：
●

銷售與行銷 Cube。每種語言需要單獨的連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到 OLAP 資料
來源的資料來源連結"(第81頁)

[IBM_Cognos_Office] 部署包含：
●

[GO 資料倉庫 (分析)] 套件、[GO 資料倉庫 (查詢)] 套件、[GO 銷售 (分析)] 套件和 [銷售與
行銷 Cube] 套件

IBM_Cognos_DrillThroughSamples 部署檔案庫包含以下套件和資料夾：
●

五種語言的 [銷售與行銷 (Cube)] 套件：英語、法語、德語、日語和中文

●

[GO 資料倉庫 (分析)] 和 [GO 資料倉庫 (查詢)] 套件

對於 IBM_Cognos_DrillThroughSamples 部署檔案庫，您必須設定以下資料來源的資料來源連線：
●

銷售與行銷 Cube。每種語言需要單獨的連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到 OLAP 資料
來源的資料來源連結"(第81頁)

●

great_outdoors_sales。資料庫名稱為 GOSALE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到範例資料
庫的資料來源連結"(第75頁)。

●

great_outdoors_warehouse。資料庫名稱為 GOSLAESDW。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到範
例資料庫的資料來源連結"(第75頁)。

9. 選取所需的選項，並為所選的選項選取衝突解決方案，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10. 在 [指定一般選項] 頁面中，選取是否包括對外部名稱環境的存取權限和參考，以及項目匯入
後的所有人。
11. 按一下 [下一步]。
將顯示摘要資訊。
12. 檢閱摘要資訊，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13. 選取所需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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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現在或稍後執行一次，請按一下 [儲存並執行一次]。按一下 [完成]，指定執行的時間
和日期，然後按一下 [執行]。審閱執行時間並按一下 [確定]。

●

若要排程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請按一下 [儲存並排程]。按一下 [完成]，然後選取頻率
以及開始和結束日期。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暫時關閉時間表，請選取 [關閉時間表] 核選方塊。

●

若要儲存而不進行排程或執行，請按一下 [僅儲存]，然後按一下 [完成]。

14. 提交匯入後，按一下 [完成]。
現在可以在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 和 Analysis Studio 中使用範例套件建立報表和分析、在 Metric
Designer 中檢視萃取或在 Event Studio 中建立代理程式。您還可以執行在入口網站中 [公共資料夾]
標籤上可用的範例報表。

範例資料庫模型
以下範例模型提供有關虛構公司 Great Outdoors 的資訊，它們隨附於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

great_outdoors_sales，參考範例資料庫 GOSALES

●

great_outdoors_warehouse，參考資料庫 GOSALESDW

●

gosales_scriptplayer，參考範資料庫 GOSALES

您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使用範例資料庫模型。如需有關將模型從一個平台移到另一個平台的資訊，
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附註：Transformer 使用 [GO 資料倉庫 (查詢)] 套件中的部分報表作為各個 Cube 的來源資料。這些
報表可以為無格式的簡單清單報表。報表的說明資訊可指示開發該報表是否是為了用作 Transformer
的來源資料。

GO 銷售模型
此模型包含虛構公司 Great Outdoors 的銷售分析資訊。它還包括 Event Studio 範例所需的查詢項目。
模型可以存取三個概要且含有兩個套件。個套件基於維度視圖，另一個基於查詢 (關係) 視圖。

GO 資料倉庫模型
此模型包含虛構公司 Great Outdoors 的財務資訊、人力資源資訊以及銷售和行銷資訊。該模型可以
存取維度關係資料來源。該模型包括兩個套件。一個套件基於維度檢視，另一個基於查詢 (關係)
檢視。

GO 銷售指令碼播放程式
這些檔案可用於按順序執行動作記錄。此動作可以生成名為 gosales_scriptplayer 的模型，並將套件
公佈到 Content Store。

範例 - 對變更的資料執行範例 ELM 傳回代理程式
如果 Event Studio 使用者要測試範例代理程式 ELM 傳回代理程式，您可以變更 GOSALES 資料庫
中的資料。這樣 Event Studio 使用者可以執行兩次範例代理程式並偵測新事件。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Even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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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變更的資料執行範例代理程式包括以下步驟：
❑

Event Studio 使用者對預設資料執行範例代理程式，然後要求您變更資料。

❑

您模擬某些初始事件的發生然後要求 Event Studio 使用者再次執行範例代理程式。

❑

Event Studio 使用者對變更的資料執行範例代理程式。Event Studio 使用者在代理程式完成執行
後通知您。

❑

您模擬時間流逝和某些事件的解決方案然後要求 Event Studio 使用者第三次執行範例代理程
式。

❑

Event Studio 使用者最後一次執行範例代理程式。Event Studio 使用者在代理程式完成執行後通
知您。

❑

您修改資料以使 ELM 傳回代理程式偵測不到事件。

範例 - 模擬初始事件的發生
執行 Event_Studio_ELM_Agent_Modify_GOSALES.sql 指令碼的某部分以模擬以下資料變更：
●

將日期變更為目前日期

●

將四個記錄中的後續代碼變更為 -1。
代碼 -1 表示後續是必需的。

步驟
1. 在 SQL 查詢分析程式中，從 [File] 功能表中按一下 [Open]。
2. 前往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sqlserver，然後按兩下 Event_Studio_ELM_Agent_
Modify_GOSALES.sql 檔案。
3. 在工具列中，從資料庫清單中按一下 [GOSALES]。
4. 在 [Query] 視窗中的 [Part 1] 下，選取所有十六行代碼。
5. 從 [Query] 功能表中，按一下 [Execute]。
資料庫將隨變更而更新。

範例 - 模擬時間流逝和某些事件的解決方案
執行 Event_Studio_ELM_Agent_Modify_GOSALES.sql 指令碼的某部分以模擬資料變更。首先，對其
進行變更，以使時間自上次執行 [ELM 退貨代理程式] 範例起已過去兩天。然後，對於上次執行
[ELM 退貨代理程式 範例時發現的四個事件實例中的三個實例，將後續代碼從 -1 變更為 +1。這表
示這些事件實例中僅有一個仍需要後續，但其他實例均已解決。

步驟
1. 在 SQL 查詢分析程式中，從 [File] 功能表中按一下 [Open]。
2. 前往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datasources/sqlserver，然後按兩下 Event_Studio_ELM_Agent_
Modify_GOSALES.sql 檔案。
3. 在工具列上，從資料庫清單中按一下 [GO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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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Query] 視窗中的 [Part 2] 下，選取顯示在備註後面的所有代碼行。
5. 從 [Query] 功能表中，按一下 [Execute]。
資料庫將隨變更而更新。

範例 - 修改資料以便使 ELM 傳回代理程式偵測不到事件
Event Studio 使用者對變更的資料執行範例 ELM 傳回代理程式完成後，他們應當通知您。這樣您
可以修改 GOSALES 資料庫以便使代理程式不再偵測到任何事件實。

步驟
●

執行以下 sql 指令：
UPDATE GOSALES.RETURNED_ITEM SET FOLLOW_UP_CODE = 0
UPDATE GOSALES.RETURNED_ITEM SET ASSIGNED_TO = 0
UPDATE GOSALES.RETURNED_ITEM SET DATE_ADVISED = NULL

將修改資料。範例 ELM 傳回代理程式已準備就緒，可由其他 Event Studio 使用者使用。

從 IBM Cognos BI 中移除範例資料庫
使用範例報表學習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包括 Framework Manager) 結束之後，您可以
刪除範例所在的套件。此動作會將範例從 Content Store 中永久移除。

步驟
1. 透過連線到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並在 [歡迎] 頁面上按一下 [IBM Cognos Content]，來開啟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按一下 [公共資料夾] 標籤。
3. 選取要刪除的範例套件的核選方塊。
4.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刪除] 按鈕，然後按一下 [確定]。
若要再次使用範例，您必須設定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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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5：設定記錄
記錄訊息是研究 IBM® Cognos® BI 行為的重要診斷工具。除了提供錯誤訊息，記錄訊息還可提供有
關元件狀態的資訊以及重要事件的高層級視圖。例如，記錄訊息可以提供有關嘗試啟動和停止服
務、完成處理請求以及嚴重錯誤指標的資訊。稽核記錄 (可從記錄資料庫中取得) 提供有關使用者
和報表作業的資訊。
每台電腦上的 IBM Cognos 服務均會將有關錯誤和事件的資訊傳送至本端 Log Server。本端 Log
Server 安裝於包含 Content Manager 或應用程式層元件的每台 IBM Cognos BI 電腦上的 c10_location/logs
資料夾中。由於 Log Server 與其他 IBM Cognos BI 元件使用的連接埠不同，因此，即使停用本端電
腦上的其他服務 (例如 Dispatcher)，它仍會繼續處理事件。
以下工作流程顯示需要為記錄準備的任務。

計劃記錄訊息處理

❑

配置記錄

設定記錄

在規劃期間，請決定適合您環境的記錄配置。例如，評估各種記錄訊息儲存庫，例如，除了
本端記錄檔外，還有遠端 Log Server 和記錄檔 (例如，UNIX® 或 Linux® 系統記錄或 Windows®
NT 事件記錄)。您也可以僅將稽核記錄資訊傳送至資料庫。請考慮安全性，例如，可用於在
系統發生故障以及使用者竄改記錄檔時保護記錄檔的方法。如需有關規劃的資訊，請參閱
《Architecture and Deployment Guide》。

❑

在配置期間，請定義記錄的啟動性質 (例如，資料庫的連線設定)。如果打算收集稽核記錄，
您還必須建立記錄資料庫。如果必須保護本端 Log Server 與遠端 Log Server 之間的通訊，請確
保同時在這兩台 IBM Cognos BI 電腦上進行適當的配置變更。您也可以啟用某些記錄功能，例
如，特定於使用者的記錄。如需有關配置記錄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

設定記錄時，請指定要記錄的明細層級，以使訊息專注於您組織中的相關資訊。也可以將稽
核報表設定為追蹤使用者和報表作業。如需有關設定記錄的資訊，請參閱《管理和安全性指
南》。

如需有關使用記錄訊息解決問題以及解決記錄相關問題的資訊，請參閱《管理和安全性指南》的
「故障排除」一節。
您可以執行以下任務來設定記錄：
●

設定記錄層級 (第93頁)

●

設定稽核製表 (第94頁)

●

檢視安全錯誤訊息的完整明細 (第99頁)

●

關閉核心轉儲檔案的建立 (第100頁)

您還可以診斷特定使用者的問題。請參閱"使用記錄來診斷特定使用者的問題"(第100頁)。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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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訊息
您可以指定記錄訊息的位置以及記錄檔案的大小和數量，並在配置工具中配置 Log Server 的性質。
依預設，記錄訊息將儲存在位於 c10_location/logs 下的 cogserver.log 檔案中。也可以將記錄訊息儲
存在資料庫中。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僅將記錄訊息用於故障排除。如果您要追蹤用途，請使用稽核報表 ("稽核報表"(第94頁))。
如需有關記錄服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Dispatcher 和服務"(第119頁)。

記錄層級
您可以設定記錄層級以指定要在記錄檔案或記錄資料庫中記錄的事件和訊息。事件是指在 IBM
Cognos 環境中發生的非常重要以致於需要進行追蹤的情況，例如啟動或停止服務。
您可以為每個 Dispatcher 服務設定不同的記錄層級。您可以在同一資料夾中為每個 Dispatcher 或所
有 Dispatcher 執行此操作。透過為不同的服務設定不同的記錄層級，可以減少不相關的記錄資訊的
量。例如，如果必須對批次報表服務進行疑難排解，您可以只為該服務選取詳細記錄層級，以使
記錄訊息最少。服務的記錄層級適用於其所有元件。
附註：記錄服務沒有與其相關聯的記錄層級。
下表說明了每個記錄層級記錄的明細。

明細

最小

基本

請求

追蹤

完整

系統和服務的啟動、關閉和執行時錯
誤
使用者帳戶管理和執行時用法
使用請求
服務請求和回應
對所有元件及其參數值的所有請求
對 IBM® Cognos® 元件的其他查詢 (原
生查詢)
您可以透過管理伺服器執行的記錄的量來保持系統效能。由於大量記錄會影響伺服器效能，因此
提高記錄層級可能會對 IBM Cognos 軟體的效能產生負面影響。
預設的記錄層級為最小。僅將完整記錄和追蹤層級用於詳細的故障排除目的，並在客戶支援部門
的指導下進行。它們可能會大大降低伺服器的效能。
如果您在使用稽核報表，請參考"設定稽核製表"(第94頁) 中關於設定記錄層級的準則。

報表驗證層級和記錄層級
您可以透過設定相應的記錄層級來收集有關報表驗證層級的資訊。報表驗證訊息可以包括在系統
記錄訊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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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透過不同方式使用驗證資訊。如果系統傳送的回應普遍極差，您可以將記錄設定為較高層
級。其他資訊可以幫助您確定出現錯誤的報表以及錯誤原因。如果在記錄中出現警告訊息，這可
能意味著使用者正在接收可疑結果。您可以通知有問題的報表的所有人。
有四個報表驗證層級和五個記錄層級。下表顯示了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

報表驗證層級

記錄層級

錯誤

最小、基本

警告

請求

鍵轉換

追蹤

資訊

完整
記錄層級設定得越高，就越會降低系統效能。通常情況下，您可以將層級設定為最小或基本來收
集錯誤，或設定為請求來收集錯誤和警告。
如有關報表和報表驗證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本地查詢記錄
如果要建立包括針對製表資料來源執行的查詢的稽核報表 (第94頁)，您必須啟用本地查詢記錄。
您可以使用本地查詢記錄來瞭解使用者需要何種類型的資訊或者報表是否有效執行。
本地查詢記錄是請求層級記錄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使用的是稽核報表，您可以獨立於請求層級
記錄而啟用本地查詢記錄，如以下步驟所述。
如需有關為稽核報表設定記錄層級的資訊，請參閱"稽核報表"(第94頁)。

設定記錄層級
您可以設定記錄層級以指定要在記錄檔案或記錄資料庫中記錄的事件和訊息。事件是指在 IBM®
Cognos® 環境中發生的足夠重要而需要追蹤的情況，例如啟動或停止服務。
如果您將記錄用於故障排除目的，請參閱"記錄層級"(第92頁) 中關於設定記錄層級的準則。如果
您使用稽核報表，請參閱"設定稽核製表"(第94頁)。
為系統所設定的記錄層級適用於所有 Dispatcher 和服務。在 Dispatcher 層級上設定的記錄層級適用
於與 Dispatcher 相關聯的所有服務。為個別服務設定的記錄層級適用於所有 Dispatcher 的服務。
為 Dispatcher 設定的記錄層級將覆蓋為系統層級設定的記錄層級。為服務設定的記錄層級將覆蓋為
Dispatcher 或系統設定的記錄層級。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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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計分卡] 窗格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然後根據您要設定記錄層級
的位置按一下 [所有 Dispatcher] 或 [服務]。
5. 按一下項目旁邊的箭頭以檢視動作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例如，若要為系統設定
記錄層級，請按一下動作功能表旁邊的箭頭。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從種類功能表中，按一下 [記錄]。
8. 從 [值] 功能表中，為服務選取所需記錄層級。
9. 如果本地查詢記錄 (第93頁) 可用於服務並且您要使用它，請選取稽核本地查詢核選方塊。
10. 按一下 [確定]。

稽核報表
您可以使用稽核報表來檢視記錄資料庫中有關使用者和報表作業的資訊。您可能會發現這對以下
情況非常有用：
●

能力規劃

●

授權相符性

●

效能監控

●

識別未使用的內容

本小節中的資訊旨在幫助您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對稽核記錄資料庫進行塑型，並根據記錄資
料建立報表。首先，您必須設定稽核製表 (第94頁)。
若要瞭解稽核報表的處，您可能要參考範例模型和範例稽核報表 (第95頁)。如需有關稽核報表的
資料庫概要的資訊，請參閱"記錄訊息的資料概要"(第789頁)。如需有關計量資料維護任務 (例如清
除 Metric Studio 稽核歷程記錄、清除資料儲存庫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和行事曆資料以及清除資料儲
存庫計量資料歷程記錄資料) 的資訊，請參閱"計量資料維護任務"(第423頁)

設定稽核製表
您必須先設定稽核製表，然後才能建立稽核報表或使用 IBM® Cognos® 軟體隨附的範例稽核報表。
❑

將記錄訊息傳送到資料庫。
設定記錄資料庫，並將記錄訊息配置為傳送到資料庫。如需有關配置記錄訊息的資訊，請參
閱《安裝和組態指南》。
重要提示：記錄資料庫與 Content Store 資料庫必須是分開的。

❑

為稽核報表設定記錄層級。
對於稽核報表，請將記錄層級設定為基本 (已啟用稽核) 或請求。如果將記錄層級設定為最小，
則會關閉稽核。僅將完整記錄和追蹤層級用於詳細的故障排除目的，並在客戶支援部門的指
導下進行。它們可能會大大降低伺服器的效能。
如需有關記錄層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記錄層級"(第93頁)。

❑

啟用本地查詢記錄 (第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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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稽核模型和稽核報表
IBM® Cognos® 軟體包括您可以使用的範例模型和範例稽核報表。

範例稽核模型
IBM Cognos 軟體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包括範例稽核模型。預設位置為 c10_location/webcontent/
samples/models/Audit/Audit.cpf。

範例稽核報表
下表列出了範例稽核報表並對每個報表的內容進行了說明。
預設位置為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content/IBM_Cognos_Audit.zip。
在使用它們之前，您必須先設定範例稽核報表 (第97頁)。

稽核報表名 說明
稱
代理程式執
行歷程記錄
(依使用者)

依使用者以及日期和時間範圍列出代理程式執行歷程記錄，包括橫條圖。它還包
括每個代理程式已執行的總次數以及已執行的代理程式總數。
您可以選取日期和時間範圍。

每日平均異 顯示了如何監控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為使用代理程式的所有服務設定
常和極差異 的閾值的每日平均異常和極差異常。
常 - 所有服務 發生一般異常和極差異常時，將向管理員傳送附有報表輸出的電子郵件。
若要正確執行此報表，您必須先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設定閾值 (請參
閱"系統效能計量資料"(第103頁))。若要接收電子郵件，您必須指定郵件伺服器帳
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和配置指南》。
如需有關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設定閾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效能
計量資料"(第103頁)。
每日計量資
料異常

列出所有服務的每日計量資料異常。

執行報表 (套 依套件列出已執行的報表。它還包括每個報表的使用者、時間戳以及執行時間 (以
件和報表)
毫秒為單位)。
您可以選取日期和時間範圍、一個或多個使用者、一個或多個套件以及一個或多
個報表。
執行報表 (依 依使用者和套件列出已執行的報表。它還包括每個報表的時間戳和執行時間 (以毫
使用者)
秒為單位)。
您可以選取日期和時間範圍、一個或多個使用者、一個或多個套件以及一個或多
個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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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報表名 說明
稱
執行歷程記 依使用者將自建立記錄資料庫以來已執行的報表以及套件和時間戳根據字母順序
錄 (依使用者) 列出。
它包括每個使用者已執行的報表總數以及每個使用者已執行每個報表的總次數。
它還包括所有使用者已執行的報表總數。
您可以為報表選取一個或多個使用者。執行稽核報表後，您可以選擇檢視某特定
報表或所有報表的統計數據。
失敗的報表 依套件列出報表的失敗執行，包括圓形圖，還顯示了每個套件的失敗百分比。
執行 (依套件)
失敗的服務 偵測已超出的服務請求失敗預先設定的閾值。
請求偵測代 將傳送給管理員具有服務失敗計量資料資訊的電子郵件。將執行報表「服務請求
理程式 - 所有 計量資料 - 日報表」。
服務
若要正確執行此報表，您必須先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設定閾值 (請參
閱"系統效能計量資料"(第103頁))。若要接收電子郵件，您必須指定郵件伺服器帳
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I 安裝和配置指南》。
登入作業 (依 依使用者顯示登入和登出時間戳以及作業。
時間戳)
它還包括登入總次數以及每個使用者的登入總次數。
您可以為報表選取時段或一個或多個使用者。
登入作業 (依 依使用者顯示登入和登出時間戳以及已發生的登出作業類型。
使用者名稱) 它包括登入總次數以及每個使用者的登入總次數。
您可以為報表選取一個或多個使用者。
移轉異常

顯示移轉任務異常的清單報表。

作業 (依所選 依使用者顯示對目標物件執行的作業。它包括目標物件路徑、時間戳和作業的狀
物件和使用 態。
者)
您可以為報表選取一個或多個物件、作業或使用者。
報表執行歷 根據字母順序列出報表以及相關聯的套件和每次執行報表時的時間戳。
程記錄 (詳細 它還顯示每個報表已執行的總次數以及已執行報表的總數。
報表)
它還包括彩色編碼的圓形圖，該圓形圖提供了報表使用頻率的概覽。
報表執行歷 根據字母順序列出報表以及自建立記錄資料庫以來每次執行報表時的時間戳。
程記錄 (摘要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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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報表名 說明
稱
報表使用

依使用頻率列出報表。對於每個報表，它將列出使用者以及自建立記錄資料庫以
來已由使用者執行的次數。
此報表可以幫助您確定是否存在任何並未使用的報表。如果存在，您可能希望移
除它們。

服務請求計 顯示了 IBM Cognos 服務在當天的成功請求和失敗請求的百分比。包括橫條圖。
量資料 - 日報
表
使用者工作 顯示異常終止的使用者工作階段的登入日期和時間。它還包括所有日期的工作階
階段 - 異常終 段終止的總計。
止
您可以選取日期和時間範圍。
使用者工作
階段 - 明細

顯示使用者工作階段明細，包括登入時間、登出時間、登出作業以及工作階段持
續時間。
它還包括每個使用者的工作階段時間的總額以及所有使用者的工作階段時間的總
額。
您可以選取日期和時間範圍以及一個或多個使用者。

使用者工作
階段 - 過去
30 天登入錯
誤圖表

此稽核報表顯示過去 30 天登入失敗的橫條圖。

使用者工作
階段 - 摘要

此稽核報表依使用者顯示平均工作階段持續時間。它還依使用者顯示總平均工作
階段持續時間。
您可以選取日期和時間範圍以及一個或多個使用者。

檢視報表 (依 此稽核報表為您選取的套件的報表列出使用者和時間戳。
套件和報表) 您可以選取日期和時間範圍、一個或多個使用者以及一個或多個報表。

設定範例稽核報表
您必須首先設定範例稽核報表，然後才能使用它們。開始之前，請參閱 "設定稽核製表"(第94頁)
❑

建立至記錄資料庫的資料來源連結。IBM® Cognos® 中的記錄資料庫和資料來源必須命名為「稽
核」。
請遵循程序 "新增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結"(第199頁)。對於資料來源名稱和資料庫名稱，請輸入
名稱稽核。確認連線正常工作。

❑

"設定範例報表使用稽核報表"(第98頁) 以建立名為 url_xml 的新資料來源並使用 URL 作為連線
字串。僅報表用途稽核報表使用此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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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範例稽核報表。
安裝時將隨附檔案 IBM_Cognos_Audit.zip，該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samples/content。
將該檔案複製到 c10_location/deployment 下，然後遵循程序"匯入範例"(第85頁) IBM_Cognos_
Audit。在公共資料夾目錄清單中，選取 [稽核] 的核選方塊。
稽核報表位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公共資料夾區域。

❑

執行範例稽核報表。
提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公共資料夾]、[稽核]，然後按一下想要執行
的稽核報表。
根據您選取的稽核報表，系統將提示您報表準則。

設定範例報表使用稽核報表
報表使用稽核報表依使用頻率列出報表。必須首先對報表進行設定，然後才能使用該報表。

步驟
1. 如果您使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隨附的預設應用程式伺服器 (Tomcat)，則請在文
字編輯器中開啟位於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 的 web.xml 檔案，並新增以下 XML 片
段：
<servlet>
<servlet-name>DS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com.cognos.demo.
DSServlet</servlet-class> </servlet>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DS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cognos/DSServlet.jsp</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請注意，url 樣式的值可以為您選擇的任何值。
2. 如果您使用除 Tomcat 之外的其他應用程式伺服器，或者如果 Content Manager 和應用程式層元
件安裝在單獨的位置，則請透過步驟 1 將 XML 片段新增至以下檔案：
●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web.xml.noCM

●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web.xml.withCM

3. 如果您的系統上沒有以下目錄，請建立該目錄：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classes/com/
cognos/demo。
4. 將位於 c10_location/webapps/Audit 的 build.bat 檔案 (對於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 或 build.sh
檔案 (對於 UNIX® 作業系統) 複製到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classes/com/cognos/demo
中。
編輯建置檔案以確保 JAVA_HOME 定義指向 JDK，並確保 CRN_HOME 定義指向 IBM Cognos
位置。
5. 如果該檔案不在該位置，請將 DSServlet.java 檔案從 c10_location/webapps/Audit 目錄複製到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classes/com/cognos/demo。
6. 在 DSServlet.java 檔案中執行以下作業之一：
●

如果您允許匿名登入，請為以下行加備註：binding.logon(...)

●

如果您不允許匿名登入，請確保使用者名稱、密碼和名稱環境正確，並取消為以下行加備
註：binding.lo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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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指令提示下，從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classes/com/cognos/demo 執行 build.bat 或
build.sh。
8.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軟體並開啟 IBM Cognos Connection。
9. 如果您使用除 Tomcat 之外的應用程式伺服器，請重建應用程式檔案，然後將 IBM Cognos BI
重新部署到該應用程式伺服器。
如需說明，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10. 透過執行以下作業來建立至 XML 資料來源的資料來源連結：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新資料來源]。

●

在 [名稱] 下，鍵入 url_xml。

●

按一下 [下一步]。

●

在 [類型] 下，選取 XML。

●

按一下 [下一步]。

●

在 [連線字串] 欄位中，輸入連線字串。如果使用預設，則連線字串為 http://localhost:9300/
p2pd/cognos/DSServlet.jsp。

●

按一下 [確定]。

檢視安全錯誤訊息的全部明細
某些 IBM® Cognos® 錯誤訊息可能包含敏感資訊，例如伺服器名稱。依預設，會啟用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安全錯誤訊息選項。使用者可以看到僅表示錯誤已發生的資訊。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錯誤訊息的篩選"(第229頁)。
如果具有相應權限，您可以擷取可能包含敏感資訊的全部錯誤明細。
您可能還希望查看記錄訊息 (第92頁)。

擷取全部錯誤明細的步驟
1. 在使用者錯誤訊息中尋找錯誤代碼 ID。例如，以下訊息中的錯誤編號為 secureErrorID:2004-0525-15:44:11.296-#9：
發生錯誤。請聯絡您的管理員。CAF 已記錄了完整的錯誤資訊以及 SecureErrorID:2004-05-2515:44:11.296-#9
2. 使用文字編輯器開啟 cogserver.log 檔案。
該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logs。
3. 搜尋錯誤代碼 ID 以找到適用的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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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核心轉儲檔案的建立
出現嚴重問題 (例如未經處理的異常或 IBM® Cognos® 程序異常終止) 時，系統將建立核心轉儲檔
案。由於核心轉儲檔案很大，並且每次問題重新出現都會建立新的核心轉儲檔案，因此您可能希
望關閉它們。如果遇到需要使用核心轉儲檔案的問題，您可以再次啟用核心轉儲檔案。
如果發生這種問題，您將收到以下錯誤訊息：Report Server not responding。請立即參閱《管理和
安全性指南》中的〈疑難排解〉一節。
如果故障排除中不需要使用核心轉儲檔案，您可能還希望從 IBM Cognos 伺服器安裝位置的 \bin
目錄下刪除所有既有的核心轉儲檔案。在 Microsoft® Windows® 環境中，核心轉儲檔案的副檔名為
.dmp，檔名為 processID.dmp，例如 BIBusTKServerMain_seh_3524_3208.dmp。在 UNIX® 環境中，這
些檔案被命名為 core。在 Linux® 環境中，這些檔案被命名為 core.processID。
在某些 IBM Cognos 熱站建置中，會自動啟用核心檔案建立。對於 IBM Cognos 8.1 MR1 和該產品的
較新版本，控制此設定的配置檔案不同。在升級期間不會覆蓋配置設定。

關閉 IBM Cognos BI MR1 核心檔案建立的步驟
1. 在安裝了 IBM Cognos BI 的伺服器上，開啟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中的 rsvpproperties.xml
檔案。
2. 將 Win32StructuredExceptionHandling 性質變更為 0 (零)，以使其內容為
<property>Win32StructuredExceptionHandling</property>
<value type="long">0</value>

3. 儲存該檔案。

關閉 IBM Cognos BI MR2 和較新版本核心檔案建立的步驟
1. 在安裝了 IBM Cognos BI 的伺服器上，開啟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中的 cclWin32SEHConfig.
xml 檔案。
2. 在配置元素中，將環境變數設定的值變更為 0 (零)，以使其內容為
<env_var name="CCL_HWE_ABORT" value="0"/>

3. 儲存該檔案。

使用記錄來診斷特定使用者的問題
您可以使用記錄來診斷一個或多個特定使用者發生的問題。您可以暫時將記錄設定為僅對指定使
用者發生。問題解決之後，您可以關閉使用者特定的記錄並重新開始正常的記錄，而不干擾既有
的記錄設定。
您可以透過使用 JavaTM Management Extensions (JMX) 遠端處理服務 (一種提供工具來管理和監控應
用程式和服務導向網路的技術)，來啟用和關閉特定使用者的記錄。您可以使用隨 Java JDK 提供的
jconsole 可執行檔案來連線至 JMX 遠端處理服務。依預設，使用者特定的記錄輸出儲存在
c10_location\logs 目錄中。
您必須先為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啟用特定於使用者的記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安裝和配置指南》。

100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5：設定記錄
您必須具備所需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以完成下面步驟 4 中的提示。請參
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啟用使用者記錄的步驟
1. 確保已啟用使用者特定的記錄，如《安裝和配置指南》中所述。
2. 若要連線至 JMX 遠端處理服務，請啟動 jconsole 可執行檔案並指定以下資訊：
●

用於連線至資料的 URL
例如，
service:jmx:rmi://Content_Manager_server/jndi/rmi://monitoring_server:<JMXport>/proxyserver
其中，JMXport 是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的 [外部 JMX 通訊埠] 中的值Content_Manager_
server 和 monitoring_server 是電腦名稱。請勿使用 localhost (即使使用的是本端連線)。

●

使用者 ID 和密碼 (以保護連線)
輸入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的 [外部 JMX 通訊埠] 中的值。

3. 在遠端處理伺服器連線視窗中，依次展開 [com.cognos]、[Metrics]、[camAsyncAA]、[http://c10_
server_name:port/p2pd]，然後選取 [Operations] 節點。
4. 將使用者的 CAMID 複製到 [enableDyeTrace] 欄位，然後按一下 [enableDyeTrace] 按鈕。
提示：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可以透過執行以下作業來找到 CAMID：
●

按一下 [安全性] 標籤，然後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

按一下該使用者的 [設定性質]，然後按一下 [檢視搜尋路徑、ID 和 URL]

5. 向上瀏覽回 [Attributes] 並檢視 [DyeTracedUsers] 設定的內容，以驗證您是否正確啟用了使用者
(可選)。
6. 若要啟動指定使用者的記錄，請執行以下作業：
●

使用文字編輯器開啟位於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的檔案 ipfclientconfig.xml.template。

●

將連接埠值變更為您配置的 Log Server 連接埠，然後在 <category name="Audit"...> 標記中
新增行 <appender-ref ref="DyeTraceOutput"/>。

●

將檔案另存為 ipfclientconfig.xml。

提示：為避免出現過多的指令，您可以變更記錄指令的元件和子元件。此外，請注意，您可
能會取得某些不特定於指定使用者的指令 (例如，啟動產品)。
輸出儲存在 c10_location\logs\dyetrace_output.log 中。僅記錄指定使用者的活動。最多可能需要 30 秒
來啟動使用者特定的記錄。

關閉特定於使用者的記錄的步驟
●

刪除您在"啟用使用者記錄的步驟"(第101頁) 中建立的 ipfclientconfig.xml 檔案。

重新開始所有使用者的正常記錄。最多可能需要 30 秒來停止使用者特定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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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6：系統效能計量資料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的計量資料來監控系統效能，這可以讓您快速診斷並修
複問題。例如，您可能希望知道佇列中是否存在多於 50 個項目，或者任意項目在佇列中的等待時
間是否長於指定的時間。
您必須具有必要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您可以使用計量資料評估整個系統的狀態，以及單個伺服器、Dispatcher 和服務的狀態(第104頁)。
您可以檢視每個計量資料分數的屬性、設定用於計算計量資料分數 (第116頁) 的閾值 (第116頁)，以
及重設計量資料 (第117頁)。如果已重新建置 PowerCube，您可能要重新整理報表服務連線 (第117
頁)。
您也可以執行一些功能，例如啟動或停止 Dispatcher 或服務 (第122頁)，並取消註冊 Dispatcher (第125
頁)。
您可以使用記錄檔來分析長期的效能和使用情況 (第91頁)。
您可以建立計量資料轉儲檔案，以用於疑難排解目的"計量資料轉儲檔案"(第590頁)。

如何收集計量資料資料
根據計量資料變更類型、時間範圍和與該計量資料相關聯的收集時間，收集計量資料資料的方式
有所不同。如需有關這些方式如何套用至單個計量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計量資料"(第104
頁)。

計量資料變更類型
為計量資料所顯示的值取決於變更類型，如下表所示。

變更類型

說明

計數器

值為總計，隨每次變更而增大。例如，請求數為計數器變更類型。

儀表板

根據事件，值可能隨時間而增大或減小。例如，在任意時間執行的程序數為儀表板變更類型。

計量資料時間範圍
收集計量資料值所依據的間隔因計量資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時間範圍

說明

時間點

在特定的時間點收集值，例如重設計量資料群組或重新啟動服務時

自重設後

自上次重設計量資料後依據間隔收集值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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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資料收集時間
收集計量資值的時間因計量資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收集時間

說明

變更時

發生變更時收集值，例如當請求數發生變更時

要求時

當您在 [計分卡] 窗格中選取新項目 (第113頁) 或重設計量資料群組 (第117頁) 時收集值。

未知

收集時間未知

系統計量資料
提供了多種計量資料來幫助您監控 IBM® Cognos® 軟體安裝的效能。下表列出了這些計量資料及其
適用的項目類型、說明以及相關聯的變更類型、時間範圍和收集時間 (第103頁)。
某些計量資料已在服務重新啟動時重設。您還可以手動重設某些計量資料 (第117頁)。
在系統和伺服器層級上，計量資料包括所有相關聯的 Dispatcher。在 Dispatcher 層級上，計量資料
包括所有相關聯的服務。對於伺服器群組，計量資料適用於群組中的所有 Dispatcher。

工作階段計量資料
您可以使用工作階段計量資料監控使用者工作階段。這對監控系統趨勢非常有用，例如一天中某
個時間和一周中某天的使用情況樣式。工作階段計量資料還對瞭解其他計量資料的內容非常有用。
例如，如果工作階段數特別大，則可以說明佇列長度計量資料 (第105頁) 比平時要高。
以下工作階段計量資料可用：
●

工作階段數
指定目前作用中的使用者工作階段數。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時間點

要求時

●

工作階段數上限
指定自上次重設後作用中的使用者工作階段的最大數目。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

工作階段數下限
指定自上次重設後作用中的使用者工作階段的最小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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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佇列計量資料
您可以使用佇列計量資料來確定系統是否能夠滿足要求。例如，如果請求在佇列中所耗時間過長，
則您可能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滿足要求。
佇列計量資料可用於使用佇列的服務 (例如報表服務和報表資料服務)。
在系統層級，佇列計量資料可用於以下項目：
●

工作
[工作佇列] 包含與所有事件管理服務所使用的內部佇列相關的計量資料。

●

任務
[任務佇列] 包含與所有監控服務所使用的內部佇列相關的計量資料。在任務成功完成前，此
佇列將一直包含任務。

●

SMTP
[SMTP 佇列] 包含與所有 Delivery Service 所使用的內部佇列相關的計量資料。在電子郵件傳送
完成前，此佇列將一直包含電子郵件。

某些為這些佇列計量資料群組提供的計量資料必須在啟用後才能示。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啟用
工作、SMTP 和任務佇列計量資料"(第169頁)。
以下佇列計量資料可用：
●

延遲
指定請求在佇列中所耗的平均時間 (以秒為單位)。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計數器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服務

●

佇列請求數
指定已通過佇列的請求數。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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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佇列長度
指定目前佇列中項目的數目。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時間點

要求時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服務

●

佇列長度上限
指定自上次重設後佇列中項目的最大數目。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服務

●

佇列長度下限
指定自上次重設後佇列中項目的最小數目。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服務

●

佇列時間
指定請求在佇列中所消耗的累積時間 (以天、小時、分鐘和秒為單位)。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計數器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服務

●

佇列時間上限
指定請求在佇列中等待的最長時間 (以天、小時、分鐘和秒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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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服務

●

佇列時間下限
指定請求在佇列中等待的最短時間 (以天、小時、分鐘和秒為單位)。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服務

JVM 計量資料
您可以使用 JVM 計量資料來監控 Java™ 虛擬機器以及相關聯的堆積大小，該大小指定目前在使用
的記憶體容量。例如，如果某個 Dispatcher 執行了很長時間且堆積使用很高，則您可能需要重新啟
動該 Dispatcher。最大堆積大小計量資料可根據可用硬體記憶體量告知您是否為 JVM 分配了合適
的記憶體量。與最大堆積大小相關的目前堆積大小使您可以瞭解是否正在使用可用記憶體。如果
目前堆積大小接近最大堆積大小，您可能需要調整設定 (第140頁) 以減少特定 JVM 上的負載。目
前堆積大小可能會根據系統上的目前負載而大有差異。
以下 JVM 計量資料可用：
●

目前堆積大小 (位元組)
指定 JVM 堆積的目前大小 (以位元組為單位)。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Dispatcher

儀表板

時間點

要求時

●

初始請求的堆積大小 (位元組)
指定在啟動過程中 JVM 向作業系統請求的初始記憶體量 (以位元組為單位)。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Dispatcher

儀表板

時間點

要求時

●

最大堆積大小 (位元組)
指定可由 JVM 使用的最大記憶體量 (以位元組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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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Dispatcher

儀表板

時間點

要求時

●

正常運行時間
指定 JVM 已執行的持續時間 (以天、小時、分鐘和秒為單位)。
在系統、伺服器和伺服器群組層級上，這是所有相關聯 Dispatcher 中的最高值。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計數器

時間點

要求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

保證的堆積大小
指定保證可供 JVM 使用的記憶體容量 (單位：位元組)。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Dispatcher

儀表板

時間點

要求時

請求計量資料
您可以使用請求計量資料來監控請求的數量、服務的執行狀態、回應時間和處理時間。一般請求
計量資料包括所有服務的資料，是所有 Dispatcher 計量資料的合併。特定於服務的請求計量資料僅
包括該服務的資料。
在系統、伺服器和伺服器群組層級上，這些計量資料包括所有相關聯 Dispatcher 的資料。在 Dispatcher
層級上，計量資料包括所有相關聯的服務。
以下請求計量資料可用：
●

目前時間
指定由服務用來解譯時間值的目前日期和時間。
僅在服務不具有時鐘同步機制時使用。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服務

計數器

時間點

要求時

●

上次回應時間
指定對最近的成功或失敗請求的處理時間 (以天、小時、分鐘和秒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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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時間點

變更時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計數器

自重設後

變更時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計數器

自重設後

變更時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計數器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已失敗請求數
指定失敗的服務請求數 (已傳回錯誤)。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已處理請求數
指定已處理的請求數。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成功請求數
指定成功的服務請求數 (未傳回錯誤)。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已失敗請求百分比
指定失敗的已處理請求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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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成功請求百分比
指定成功的已處理請求的百分比。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回應時間上限
指定處理成功或失敗請求花費的最長時間 (以天、小時、分鐘和秒為單位)。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回應時間下限
指定處理成功或失敗請求花費的最短時間 (以天、小時、分鐘和秒為單位)。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每個成功請求花費的秒鐘數
指定處理成功請求花費的平均時間 (以秒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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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服務時間
指定處理所有請求花費的時間 (以天、小時、分鐘和秒為單位)。

項目

變更時間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計數器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已失敗請求的服務時間
指定處理所有已失敗請求花費的時間 (以天、小時、分鐘和秒為單位)。

項目

變更時間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計數器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成功請求的服務時間
指定處理所有成功請求花費的時間 (以天、小時、分鐘和秒為單位)。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計數器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

每分鐘成功請求數
指定在一分鐘之內所處理的成功請求的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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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Dispatcher
服務

適用於報表服務和批次報表服務以及 Metadata Service 的處理計量資料
以下處理計量資料可用於報表服務和批次報表服務以及 Metadata Service：
●

程序數
指定目前執行的程序數。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時間點

要求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報表服務和批次報表服務
中繼資料服務

●

配置的程序數
為受影響服務的以下性質指定同一配置值：
●

「峰值期間 [服務名] 的最大程序數」

●

「非峰值期間 [服務名] 的最大程序數」為非預設值

此值不可重設。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時間點

要求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報表服務和批次報表服務
中繼資料服務

●

程序數上限
對於系統、伺服器和伺服器群組，指定所有相關聯資源的所有程序數上限計量資料的總數。
對於服務，指定自上次重設後，在任一時間執行的最大程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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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報表服務和批次報表服務
中繼資料服務

●

程序數下限
對於系統、伺服器和伺服器群組，指定所有相關聯資源的所有程序數下限計量資料的總數。
對於服務，指定自上次重設後，在任一時間執行的最小程序數。

項目

變更類型

時間範圍

收集時間

系統

儀表板

自重設後

變更時

伺服器/伺服器群組
報表服務和批次報表服務
中繼資料服務

狀態系統頁面上的窗格
[系統] 頁面上有三個窗格：[計分卡]、[計量資料] 和 [設定]，您可以使用這些窗格來評估系統狀
態。您可以單獨重新整理每個窗格。
您可以透過按一下標題對某些欄進行排序。依預設，欄遞增排序。若要遞增排序，請按一下一次。
若要遞減排序，請再次按一下。若要返回預設順序，請第三次按一下。

[計分卡] 窗格
[計分卡] 窗格列出了以下項目：系統、伺服器、伺服器群組、Dispatcher 和服務。對於每個項目，
該窗格將顯示計量資料分數和作業狀態，以便您可以評估系統效能(第114頁)。
每個計量資料分數均將由以下其中一個圖示來表示：
●

綠色圓形代表良好

●

黃色菱形代表一般

●

紅色方形代表極差

您必須在計量資料分數顯示前設定計量資料閾值 (第116頁)。
如果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關閉了某個服務，則不會列出該服務。
每個項目的計量資料分數均基於各個子項目的效能。所顯示的每個項目的狀態為子項目的最低狀
態。例如，如果某個 Dispatcher 的所有計量資料均為良好，而該 Dispatcher 中某個服務的計量資料
較差，則該 Dispatcher 的計量資料分數顯示為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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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為以下其中之一：
●

如果所有元件均可用，狀態為 [可用]

●

如果至少一個元件可用且至少一個元件或部分元件不可用，狀態為 [部分可用]。

●

如果所有元件均不可用，狀態為 [不可用]

[群組動作] 功能表使您可以執行一些功能，例如啟動和停止 Dispatcher 或服務(第122頁)、取消註冊
Dispatcher (第125頁) 和測試 Dispatcher (第130頁)。每個項目還具有一個與其相關聯的 [動作] 功能表，
您可以透過按一下項目旁邊的箭頭來存取該功能表。
您可以使用 [計分卡] 窗格瀏覽至要檢視的項目。您可以從左上角的 [變更視圖] 功能表選取所需的
視圖。您可以按一下項目以對其進行選取並顯示下一層級的項目。例如，按一下某個伺服器查看
相關聯的 Dispatcher，或按一下某個 Dispatcher 查看相關聯的服務。
您可以最大化 [計分] 窗格以查看顯示在 [計分卡] 窗格中資訊的合併的視圖以及 [計量資料] 窗格中
的重要計量資料。合併的視圖包括以下資訊：
●

對於伺服器和伺服器群組：計量資料分數、作業狀態、正常運行時間、服務時間、已處理請
求數和成功請求百分比。

●

對於 Dispatcher：計量資料分數、作業狀態、程序數、服務時間、目前堆積大小 (位元組)、已
處理請求數和成功請求百分比。

●

對於服務，提供的資訊取決於服務。

[計量資料] 窗格
[計量資料] 窗格顯示所選項目的計量資料。您可以展開計量資料群組以查看單個計量資料分數和
值。您可以單獨重設每個計量資料群組 (第117頁)
您可以透過按一下窗格頂部的核選方塊來選取要顯示的計量資料。依預設，全部計量資料均將顯
示。無計量資料分數的計量資料包括您無法為其設定閾值和您尚未為其設定計量資料閾值的那些
計量資料。對於後者，您必須先透過按一下 [無計量資料分數] 核選方塊顯示它們，然後才能對其
進行設定。

[設定] 窗格
[設定] 窗格以僅檢視模式顯示與所選項目相關聯的設定。若要變更這些設定，請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

如需有關 [設定] 窗格中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伺服器管理"(第119頁)。

評估系統效能
若要評估 IBM® Cognos® 軟體的執行情況，您可以檢視以您設定的閾值為基礎的計量資料分數。您
也可以檢視系統元件的執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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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在計量資料分數顯示前設定計量資料閾值 (第116頁)。如果 Dispatcher 和服務未按照其應有
的狀態執行，您可以調整伺服器效能 (第140頁)。如需有關記錄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記
錄"(第91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系統] 旁邊的計量資料分數圖示將顯示整體系統狀態。每個伺服器旁邊的計量資料分數圖示
將顯示該伺服器的狀態。[計量資料] 窗格中將列出各個計量資料。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所需的視圖。
如果選擇 [所有伺服器群組]，則會顯示未透過按一下 [預設伺服器群組] 依伺服器分組的
Dispatcher。
5. 若要檢視所顯示項目的計量資料，請按一下項目左側的圖示。
6. 若要檢視所顯示項目的子項，請按一下該項目本身。
提示：您可以透過按一下窗格中的 [重新整理] 按鈕來重新整理各個窗格。
7. 若要檢視或變更某個項目的性質，請按一下該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按鈕，然後按一下 [設
定性質]。
8. 若要查看合併的視圖，請按一下 [計分卡] 窗格上的 [最大化] 按鈕。
提示：若要返回上一視圖，請按一下 [復原] 按鈕。

檢視計量資料分數的屬性
您可以檢視計量資料上次重設和更新的時間。您還可以檢視為其設定閾值的每個計量資料分數的
目前閾值設定 (第116頁)。對於以固定間隔收集的計量資料，您還可以檢視套用該值的時段。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所需的視圖。
5. 在 [計量資料] 窗格中，展開

您要檢視的計量資料群組。

6. 在 [計量資料] 窗格的 [值] 欄中，將指標懸停在您要檢視的計量資料的值上。
將顯示該計量資料的名稱。
7. 若要檢視有關某些計量資料的詳細資訊，請按一下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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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計量資料閾值
您可以設定用於某些計量資料分數的閾值。可接受的閾值取決於您的作業環境。如果超過閾值，
計量資料分數的狀態將變更。
例如，您將最大可接受佇列長度確定為 50 項。您選取了 [較低值良好]。您將較高值設定為 50，將
較低值設定為 40。如果佇列長度始終低於 40 個項目，則計量資料分數為綠色 (良好)。如果佇列長
度超過 40 項，計量資料分數為黃色 (一般)。如果佇列長度超過 50 項，計量資料分數為紅色 (較
差)。
或者，對於成功請求百分比，您選取了 [較高值良好]。您將較高值設定為 98，將較低值設定為
95。如果成功請求的百分比低於 95％，則計量資料分數為紅色 (極差)。如果成功請求的百分比在
95％ 和 98％ 之間，則計量資料分數為黃色 (一般)。如果成功請求百分比保持在 98％ 以上，則計
量資料分數為綠色 (良好)。
對閾值所做的變更會立即生效。
無預設閾值。您必須為要顯示的每個計量資料分數設定閾值。
如果要在超過閾值時收到通知，您可以建立代理程式 (第401頁)。針對閾值不符監控稽核資料庫並
在偵測到不符後執行常用動作的範例代理程式包括在稽核範例套件中。
在以下情況下將出現記錄項目 (第91頁)：
●

與計量資料閾值不符時

●

列舉的計量資料 (例如執行狀態) 發生變更時

計量資料值發生變更但仍保持在相同範圍中時，不會產生記錄。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所需的視圖。
5. 若要變更計量資料的閾值，請在 [計量資料] 窗格中，按一下計量資料旁邊的 [編輯閾值] 按鈕
。
6. 按一下所需的效能樣式：[較高值良好]、[中間值良好] 或 [較低值良好]。
7. 若要指定閾值，請在閾值方塊中按一下並輸入所需的閾值數字。
8. 按一下閾值旁邊的箭頭以指定值本身所在的範圍。
例如，如果最大值為 50 並且您希望值 50 位於一般類別中而不是較差類別，請按一下箭頭將
閾值移至一般類別中。
9.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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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計量資料
任何時候您都可以重設計量資料群組。例如，對於伺服器，您可以重設計量資料群組 [佇列 - 報表
服務]。重設計量資料群組時，將重設該群組的所有計量資料。
某些計量資料無法重設。例如，無法重設 JVM 計量資料，因為其已在上次重設後被重新評估。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所需的視圖。
5. 在 [計量資料] 窗格中，按一下您要重設的計量資料群組的 [重設] 按鈕

。

重設系統的計量資料
您可以同時重設系統的所有計量資料。某些計量資料無法重設。例如，無法重設 JVM 計量資料，
因為其已在上次重設後被重新評估。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中，依次按一下 [動作]、[重設系統的所有計量資料]。

重新整理報表服務連線
如果已經重新建置 PowerCube，則您可以更新連線資訊而不會影響目前的使用者。若要這樣做，
您必須首先將連線資訊更新為重新建置的 PowerCube，然後重新整理 Report Server，以將重新建置
的 PowerCube 用作新連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部署更新的 PowerCubes"(第199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在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顯示所有伺服器之後，按一下所需伺服器的核選方塊，然後從 [群組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 [重
新整理報表服務連線]。
提示：您也可以從系統、伺服器和 Dispatcher 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中執行此作業。您還可以依
次按一下 [配置] 標籤、[Dispatcher 和服務]、[重新整理報表服務連線 - 配置]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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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顯示 [檢視結果] 頁面時，確保已成功執行作業，然後按一下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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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執行以下伺服器管理任務，這些任務可幫助您管理和維護 IBM® Cognos® 系統以及調整效
能。
您可以執行以下伺服器管理任務：
●

管理 Dispatcher 和服務

●

管理 Content Manager

●

維護 Content Store

●

移轉公佈至 IBM Cognos BI 的 PowerPlay 報表

●

調整伺服器效能

●

調整 Metric Studio 連線

●

管理查詢執行

●

關閉工作階段快取

●

降低小數精確度

●

將報表輸出儲存到某個檔案位置

●

使用系統範圍的設定啟用可存取報表輸出

●

配置譜系解決方案

●

配置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 URI

●

配置協同作業探索 URI

●

啟用工作、任務和 SMTP 佇列計量資料

●

指定人力工作和註解的設定

●

變更動態逐層分析篩選行為，以使用成員商務鍵而非預設成員說明產生篩選器

您應該熟悉 IBM Cognos 元件及其安裝和配置方式。如果您在多台電腦上安裝了 IBM Cognos 伺服
器或元件，則可以透過系統管理控制所有功能。如需有關 IBM Cognos 環境的資訊，請參閱《安裝
和配置指南》和《Architecture and Deployment Guide》。
為了執行某些伺服器管理任務，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並且必須具有對存取管理
功能的必要權限 "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Dispatcher 和服務
Dispatcher 是透過 Web 伺服器 Gateway 或其他軟體傳送的 IBM® Cognos® 服務請求的進入點。Dispatcher
可處理路由請求，並平衡對各種 IBM Cognos 服務的使用者請求的負載。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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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BM Cognos 環境中，您可以擁有多個 Dispatcher。在此類分佈式安裝中，可以為在您環境中安
裝和配置的 Content Manager 或 Application Tier 元件的每個實例配置一個 Dispatcher。
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軟體之後，依預設，每台電腦上都存在一個 Dispatcher。每個 Dispatcher 都
有一組相關聯的服務，這些服務在以下表格中列出。

IBM Cognos 服務
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BI 之後，依預設，每台電腦上都有一個 Dispatcher。每個 Dispatcher 都有一
組相關聯的服務，這些服務在以下表格中列出。

服務

目的

Agent Service

執行代理程式。如果在代理程式執行時符合該代理程式的條件，
Agent Service 會要求監控服務執行任務。

註解服務

可透過 IBM Cognos 儀表板將附註新增至報表。這些附註在報表的
不同版本之間持續。

批次報表服務

管理背景請求，以執行報表並代表監控服務提供輸出。

Content Manager 快取服務

透過快取每個 Dispatcher 中的頻繁查詢結果，來提高整體系統效能
和 Content Manager 的可擴展性。

Content Manager 服務

●

在 Content Store 中執行物件處理功能，例如新增、查詢、更新、
刪除、移動和複製

●

執行 Content Store 管理功能，例如匯入和匯出

資料移動服務

管理 IBM Cognos BI 中資料移動任務的執行。資料移動任務 (例如建
置和 JobStream) 在 Data Manager Designer 中建立並公佈至 IBM Cognos
BI。

Delivery Service

代表其他服務 (例如報表服務、工作服務、Agent Service 或 Data
Integration Service) 向外部 SMTP 伺服器傳送電子郵件

事件管理服務

建立、排程和管理代表報表、工作、代理程式、Content Store 維護、
部署匯入和匯出以及計量資料的事件物件

Graphics Service

代表報表服務產生圖形。可以產生 4 種不同格式的圖形：點陣圖、
向量圖、Microsoft® Excel XML 或 PDF。

人力任務服務

啟用人力工作的建立和管理。可基於 Ad Hoc 或透過任何其他服務，
將人力任務 (例如報表核准) 指定給個人或群組。

索引資料服務

提供基本全文功能，以用於儲存和擷取術語和已建立索引的摘要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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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目的

索引搜尋服務

提供搜尋和逐層分析功能，包括別名和範例清單。

索引更新服務

提供寫入、更新、刪除和管理功能。

工作服務

透過向監控服務發出信號以在背景中執行工作步驟，來執行工作。
工作步驟包括報表、其他工作、匯入和匯出等。

記錄服務

記錄由 Dispatcher 和其他服務產生的記錄訊息。可以配置記錄服務，
以將記錄資訊記錄在檔案、資料庫、遠端 Log Server、Windows® 事
件檢視器或 UNIX® 系統記錄中。然後，客戶或 Cognos Software
Services 可以分析記錄資訊，其中包括：
●

安全性事件

●

系統和應用程式錯誤資訊

●

所選的診斷資訊

中繼資料服務

可為 Cognos Viewer、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 和 Analysis Studio 中
顯示的資料譜系資訊提供支援。譜系資訊包括諸如資料來源和計算
表示式之類的資訊。

Metric Studio Service

提供 Metric Studio 使用者介面，以監控和輸入效能資訊

移轉服務

管理從 IBM Cognos Series 7 到 IBM Cognos BI 的移轉。

監控服務

●

管理已排程、提交以待稍後執行或作為背景任務執行之任務的
監控和執行

●

分配目標服務，以處理已排程的任務。例如，監控服務可以要
求批次報表服務執行報表、要求工作服務執行工作或要求 Agent
Service 執行代理程式。

●

在 Content Manager 中建立歷程記錄物件，並管理容錯移轉和復
原，以便執行項目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服務

管理與 Contributor Administration Console 的通訊。

Planning 資料服務

管理通訊，以便根據 IBM Cognos BI 中的 Contributor 計劃資料即時
製表。

Planning 工作服務

管理與 Planning Job Server 子系統的通訊。

Planning Web 服務

管理與適用於 Excel 使用者之 Contributor Web 和 Contributor 增益集
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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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目的

PowerPlay® 服務

管理請求以執行 PowerPlay 報表。

簡報服務

●

將來自其他服務的一般 XML 回應轉換為諸如 HTML 或 PDF 之
類的輸出格式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提供顯示、導覽和管理功能

查詢服務

管理動態查詢請求，並將結果傳回到請求的批次或報表服務。

報表資料服務

管理 IBM Cognos BI 與取用資料的應用程式 (例如 IBM Cognos BI for
Microsoft Office 和 IBM Cognos Mobile) 之間的報表資料轉移。

報表服務

管理交互請求，以執行報表並為 IBM Cognos Connection 或 Studio 中
的使用者提供輸出

系統服務

定義用於獲得應用程式範圍的 IBM Cognos BI 配置參數且與 Business
Intelligence Bus API 相容的服務。該服務還提供使區域設置字串標準
化、驗證區域設置字串以及將區域設置字串對映至您的應用程式所
支援區域設置的方法。

您可以對 Dispatcher 及其相關的服務執行以下維護：
●

啟動和停止 Dispatcher 和服務

●

啟動 Content Manager 服務

●

從環境中刪除 Dispatcher

●

在配置資料夾中對 Dispatcher 進行群組

●

指定進階 Dispatcher 路由

●

指定 Gateway 對映

●

重新命名 Dispatcher

●

測試 Dispatcher

●

管理多個 Dispatcher 的容錯移轉

停止和啟動 Dispatcher 和服務
您可以手動停止和啟動 Dispatcher 和服務。如果服務停止回應，則必須停止該服務並重新啟動。
每個 Dispatcher 和服務都可以
●

已開始

●

立即停止，並且在沒有完成所有正在執行或佇列的請求情況下刪除它們

●

處理正在執行和佇列的請求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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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IBM® Cognos® 環境中一次性停止或啟動所有 Dispatcher 和服務。
在使用配置工具啟動 IBM Cognos 軟體時，除非已在配置工具中關閉所有 Dispatcher 和服務，否則
將啟動這些 Dispatcher 和服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依預設，重新啟動安裝了所有服務的電腦時，這些服務也將啟動。
停止某個服務也會停止其所有程序。當您停止 Dispatcher 時，將停止其所有服務。如果暫的 Dispatcher
具有作用中 Content Manager，則將鎖定除管理員之外的所有使用者。
服務停止之後，它將具有暫停狀態"系統效能計量資料"(第103頁)。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然後找到所需的 Dispatcher
或服務。
按一下 [所有伺服器]、[所有伺服器群組] 或 [所有 Dispatcher]若要選取服務，請將指標懸停在
[服務] 上，然後按一下所需的服務。
5. 按一下 Dispatcher 或服務旁邊的箭頭，並選擇您要執行的動作。
根據 Dispatcher 或服務，您可以執行以下動作：

目標

動作

啟動系統中的所有 顯示所有伺服器時，在 [計分卡] 窗格的右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群組動
Dispatcher
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啟動調配程式]。
提示：若要將某個動作僅套用至某些項目，請選取一個或多個項目的核選方
塊，然後按一下所需的動作。
啟動伺服器群組的 顯示所有伺服器群組時，按一下箭頭以檢視伺服器群組旁邊的 [動作] 功能
所有 Dispatcher
表，然後按一下 [啟動調配程式]。
啟動伺服器的所有 顯示所有伺服器時，按一下箭頭以檢視伺服器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
Dispatcher
一下 [啟動調配程式]。
啟動特定的
Dispatcher

對於顯示的所有 Dispatcher，按一下 Dispatcher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
表，然後按一下 [開始]。

啟動特定的服務

對於顯示的所有服務，按一下服務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
一下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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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動作

停止系統中的所有 對於顯示的所有伺服器，在 [計分卡] 窗格的右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群
Dispatcher
組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立即停止 Dispatcher] 或 [執行後停止 Dispatcher
並將已處理的部分排入佇列]。
停止伺服器群組的 對於顯示的所有伺服器群組，按一下箭頭以檢視伺服器群組旁邊的 [動作] 功
所有 Dispatcher
能表，然後按一下 [立即停止 Dispatcher] 或 [執行後停止 Dispatcher 並將已處
理的部分排入佇列]。
停止伺服器的所有 對於顯示的所有伺服器，按一下箭頭以檢視伺服器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然
Dispatcher
後按一下 [立即停止 Dispatcher] 或 [處理完正在執行的和佇列的請求後停止
Dispatcher]。
停止特定的
Dispatcher

對於顯示的所有 Dispatcher，按一下 Dispatcher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
表，然後按一下 [立即停止] 或 [處理正在執行和佇列的請求後停止]。

停止特定的服務

對於顯示的所有服務，按一下服務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
一下 [立即停止] 或 [處理正在執行和佇列的請求後停止]。

將顯示一個對話方塊並確認動作。
6. 按一下 [關閉]。

啟動 Content Manager 服務
某個 Content Manager 服務被指定為在啟動時變成作用中狀態。所有其他 Content Manager 服務在待
機模式下啟動。僅有一個 Content Manager 服務隨時處於作用中狀態。
您可以手動啟動處於待機模式的 Content Manager 服務。當啟動某個服務時，任何目前處於作用中
狀態的服務都將切換到待機模式。
您還可以將目前在待機模式下的 Content Manager 服務指定為啟動時的預設作用中服務。
您必須具有必要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指定預設 Content Manager 服務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Content Manager]。
5. 按一下 Content Manager 服務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依預設設定為作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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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僅尚不是預設的 Content Manager 服務會使 [依預設設定為作用中] 顯示在 [動作] 功能表
中。

啟動 Content Manager 服務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在 [服務] 下，按一下
[Content Manager]
5. 按一下 Content Manager 服務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開始]。

從環境中刪除 Dispatcher
如果 IBM® Cognos® 環境中不再需要 Dispatcher，則可以將其移除。若要移除 Dispatcher，您必須首
先從安裝了該 Dispatcher 的電腦中將其停止。停止該 Dispatcher 後，您必須透過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執行取消註冊來將 Dispatcher 從 Content Store 中移除。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這也會停止 Dispatcher。如果您沒有
在先停止 IBM Cognos 服務的情況下刪除 Dispatcher，則 Dispatcher 將自動在 30 秒後恢復。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這也會停止 Dispatcher。如需有關停止 IBM Cognos 服務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2.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3.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4. 按一下 [狀態] 標籤，然後按一下 [系統]。
5. 確定要取消註冊的 Dispatcher。您可以取消註冊系統中的所有 Dispatcher、取消註冊伺服器的所
有 Dispatcher 或取消註冊伺服器群組的所有 Dispatcher。
6.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根據您要取消註冊的
Dispatcher，按一下 [所有伺服器]、[所有伺服器群組] 或 [所有 Dispatcher]。

目標

動作

取消註冊系統中的 對於顯示的所有 Dispatcher，在 [計分卡] 窗格的右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所有 Dispatcher
[群組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取消註冊 Dispatcher]。
提示：若要將某個動作僅套用至某些項目，請選取一個或多個項目的核選方
塊，然後按一下所需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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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動作

取消註冊伺服器的 對於顯示的所有伺服器，按一下伺服器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
所有 Dispatcher
後按一下 [取消註冊 Dispatcher]。
取消註冊伺服器群 對於顯示的所有伺服器群組，按一下 Dispatcher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
組的所有
能表，然後按一下 [取消註冊 Dispatcher]。
Dispatcher
取消註冊特定的
Dispatcher

對於顯示的所有 Dispatcher，按一下 Dispatcher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
表，然後按一下 [取消註冊]。

將顯示一個對話方塊來確認動作。
7. 按一下 [確定]。
Dispatcher 資訊將從 Content Store 中移除。

在配置資料夾中對 Dispatcher 進行群組
如果您的安裝包括多個 Dispatcher，則配置資料夾對組織 Dispatcher 非常有用。您可以對 Dispatcher
進行群組，這樣您就可以將相同的配置設定一次套用到該資料夾中的所有 Dispatcher 和服務。
將 Dispatcher 新增到配置資料夾時，它將自動繼承該資料夾的配置設定。但是，如果您以前變更了
該 Dispatcher 或服務的預設值，則保留變更的值。
當變更 Dispatcher 或配置資料夾的配置設定時，Dispatcher 的服務和資料夾的所有子項目將自動獲
得新值。但是，如果您變更了服務的值，則將保留變更的值。
您可以在配置區域的根目錄處或在既有的配置資料夾中建立新的配置資料夾。

提示
●

若要檢視和編輯工具列上的路徑中顯示的項目母項的配置性質，請按一下 [設定性質 - 配置]
按鈕
。當您位於配置區域的根目錄中時，可以為配置區域中所有 Dispatcher 和服務變更和
套用配置設定。

●

使用工具列上的路徑瀏覽配置的不同層級。路徑以 Configuration 開頭，當該路徑變得太長時，
它將換列。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4. 按一下 [新資料夾]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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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鍵入名稱，如果需要，還請鍵入說明並指定儲存配置資料夾的位置。
6. 按一下 [完成]。
現在，您可以透過將 Dispatcher 從其原始位置剪下，然後將其貼上到配置資料夾中，將 Dispatcher
新增到該資料夾。您還可以在配置資料夾層級變更設定。
提示：若要將 Dispatcher 移動至其他資料夾，請按一下 Dispatcher 旁邊的 [更多]，然後按一下
[移動]。

指定進階 Dispatcher 路由
根據系統的設定方式，您可能要控制報表在伺服器之間的分佈方式。例如，您有不同的部門來維
護它們自己的伺服器，或者您有為特定的資料存取設定的特定伺服器，例如用於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庫的 Microsoft® Windows® 伺服器以及為 DB2® 存取設定的 Linux 伺服器。您可以設定
IBM® Cognos® 軟體，以便特定伺服器透過套用路由規則來處理報表請求。
親和性設定 (第146頁) 優先於進階路由設定。

伺服器群組
在定義路由規則時，必須選取伺服器群組。伺服器群組名稱是 Dispatcher 或組織 Dispatcher 到其中
的配置資料夾的性質。請參閱 (第141頁) 以設定伺服器群組名稱。
若要確定處理某些報表的伺服器群組，您必須將關鍵字與套件和使用者角色或群組關聯起來，然
後指定關鍵字在環境中 Dispatcher 之間的分佈方式。該分佈透過您為路由關鍵字建立的路由規則來
控制。根據與從中建立報表的套件和/或執行報表的使用者或群組相關聯的關鍵字，報表請求將透
過特定的伺服器來處理。
當您建立路由規則時，可以建立條件，這些條件確定透過其要處理報表的伺服器群組。例如，您
可以設定路由規則，以便 [財務] 群組中使用者建立的 [財務] 套件中的報表透過 [財務] 伺服器來處
理。或者，您也可以設定路由規則，以便任何 [銷售] 使用者建立的報表 (不管使用哪個套件建立
該報表) 都透過 [銷售] 伺服器來處理。在第一個範例中，您需要為使用者角色或群組和套件指定
關鍵字，而在第二個範例中，您僅需為使用者角色或群組指定關鍵字，並保留套件關鍵字為空。
在您的路由規則中，無需為套件和使用者角色或群組都指定關鍵字。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設定路由關鍵字和路由規則。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設定進階 Dispatcher 路
由的伺服器群組名稱"(第141頁)。

為套件設定路由關鍵字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公共資料夾] 標籤。
2. 按一下套件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3. 按一下 [進階路由] 下的 [設定]。
將顯示 [指定路由集] 頁面。
4. 在 [鍵入路由集] 中鍵入套件的路由關鍵字，然後按一下 [新增]。
5. 重複步驟 4 以新增您要套用至該套件的其他路由關鍵字。用分號分隔每個關鍵字，例如，紅
色;藍色;綠色;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127

章節7：伺服器管理
新增路由關鍵字的順序無關緊要。
6. 按一下 [確定]。
路由關鍵字顯示在 [進階路由] 下。
7.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為使用者角色或群組設定路由關鍵字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按一下 [安全性] 標籤，然後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4. 按一下要顯示角色的名稱環境。
5. 按一下角色或群組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6. 按一下 [進階路由] 下的 [設定]。
將顯示 [指定路由集] 頁面。
7. 在 [選取路由集] 中選取使用者角色或群組的路由關鍵字，或在 [鍵入路由集] 中鍵入路由關鍵
字，然後按一下 [新增]。如果要鍵入路由關鍵字，請用分號分隔每個關鍵字，例如，紅色;藍
色;綠色;。
8. 重複步驟 7 以新增您要套用至使用者角色或群組的其他路由關鍵字。
新增路由關鍵字的順序無關緊要。
9. 按一下 [確定]。
路由關鍵字顯示在 [進階路由] 下。
10.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為伺服器群組設定路由關鍵字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將顯示已建立的 Dispatcher 和所有配置資料夾。
附註：您僅可以將路由規則套用至伺服器群組。伺服器群組是 Dispatcher 或配置資料夾的性
質，必須先對伺服器群組進行設定才能為其設定路由關鍵字 (第141頁)。
4. 按一下 [指定路由規則] 按鈕

。

將顯示 [指定路由規則] 頁面。
5. 按一下 [新增規則]。
6. 選取需的 [套件路由集]、[群組路由集]、[角色路由集] 和 [伺服器群組]。
7.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檢視成員] 按鈕以查看成員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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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若要變更路由規則的順序，請按一下 [修改順序]，然後按一下要移動的項目並按一下 [上移]、
[下移]、[到頂部] 或 [到底部]。
附註：與路由關鍵字不同，路由規則的列出順序會影響它們的套用方式。當請求中涉及的與
套件和/或使用者或群組相關聯的性質滿足規則標準時，符合規則。系統按順序對這些規則進
行評估，直到相符合到第一個規則，請求將路由至由相符合的第一個規則指定的伺服器群組。
透過按一下 [修改順序]，您可以變更規則的順序。
9. 按一下 [確定]。

指定 Series 7 PowerPlay 資料的 Gateway 對映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使用者可能會向報表資料服務 (RDS) 傳送針對 Series 7 PowerPlay®
伺服器上駐留的資料的請求。報表資料服務 (在 IBM Cognos 應用程式伺服器上執行) 透過 Series 7
PowerPlay Enterprise Server Gateway 與 Series 7 PowerPlay 進行通訊。
如果網路配置禁止應用程式伺服器存取托管 Series7 PowerPlay Enterprise Server Gateway 的 Web 層伺
服器，則必須在應用程式伺服器層中安裝第二個內部 Series7 PowerPlay Enterprise Server Gateway。
在此類型的配置中，您可以透過使用伺服器管理中的 Gateway 對映設定指定 Series7 PowerPlay 伺服
器的位置。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報表資料]。
5. 按一下 [報表資料服務]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在 [值] 欄中，按一下 Gateway 對映的 [編輯]。
8. 按一下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
9. 按一下 [新增對映]。
10. 對於 [應用程式 Gateway (外部)]，鍵入 Web 伺服器的位址。
11. 對於 [應用程式 Gateway (內部)]，鍵入 Series 7 PowerPlay 伺服器的位址。
12. 按一下 [確定]。

重新命名 Dispatcher
如果您不想洩漏電腦的主名稱、埠號、Servlet 或 Dispatcher 的路徑，則可以將重新命名 Dispatcher
作為一項安全措施 (第132頁)。
通常，伺服器管理員可以檢視和變更 Dispatcher 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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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在重新命名 Dispatcher 時，不要使用任何會洩漏電腦主機名稱或連接埠的資訊或其他系統或
路徑資訊。但是，出於監控目的而記住 Dispatcher 的安裝位置則非常重要。
提示：如果重新命名某個 Dispatcher 並需要存取主機、連接埠和路徑資訊，則可以使用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方法在 Dispatcher 物件的 dispatcherPath 性質中尋找此資訊。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所有 Dispatcher]。
5. 按一下 Dispatcher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在 [名稱] 方塊中，為該 Dispatcher 鍵入新名稱。
使用有意義的名稱可協助您辨識 Dispatcher。不要在名稱中洩漏系統資訊。
7. 如果需要，可以新增螢幕提示和說明資訊。
8. 按一下 [確定]。

測試 Dispatcher
若要評估 IBM® Cognos® 軟體的執行狀況，您可以測試 Dispatcher 的狀態。還可以確保 Dispatcher 正
在回應，並可以檢視執行時間 (Dispatcher 無故障工作的時間 [以秒為單位])。
還可以檢視 Dispatcher 和服務的狀態，以及檢視記錄訊息。
當您測試 Dispatcher 時，還可以測試屬於該 Dispatcher 的服務。
您必須具有必要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第245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確定要測試的 Dispatcher，然後按照此表格中的說明執行。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
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要顯示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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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動作

測試系統中的所有 對於顯示的所有伺服器，在 [計分卡] 窗格的右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群
Dispatcher
組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測試]。
提示：若要將某個動作僅套用至某些項目，請選取一個或多個項目的核選方
塊，然後按一下所需的動作。
測試伺服器群組的 對於顯示的所有伺服器群組，在 [計分卡] 窗格的右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所有 Dispatcher
[群組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測試 Dispatcher]。
測試伺服器的所有 對於顯示的所有伺服器，按一下伺服器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
Dispatcher
後按一下 [測試]。
測試特定的
Dispatcher

對於顯示的所有 Dispatcher，按一下 Dispatcher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
表，然後按一下 [測試]。

將顯示一個對話方塊並確認動作。
5. 按一下 [確定]。
如果 Dispatcher 未按照它們應有的狀態執行，則您可以透過變更其配置設定調整伺服器效能
(第140頁)。

管理多個 Dispatcher 的容錯移轉
在分佈式 IBM® Cognos® 軟體安裝中，為實現容錯移轉目的，您可以選擇配置每個 Gateway 元件與
多個 Dispatcher 進行通訊。Gateway 元件將掃描與其相關聯的 Dispatcher，以確保請求路由到位於服
務中的這些 Dispatcher 並正確回應。您可以設定執行這些掃描所使用的頻率。
如需有關配置多個 Dispatcher 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中的主題〈配置 Gateway 電腦〉。

設定 Dispatcher 狀態掃描的頻率
您可以指定出於容錯移轉目的而對 Dispatcher 執行掃描來確定其目前狀態的頻率。
使用以下參數：
●

ConnectionCheckingSleepTime
指定對 Dispatcher 狀態進行掃描的時間間隔 (以秒為單位)。
有效設定為 1 到 2147483647。設定小於 5 可能會佔用太多的資源 (CPU 時間和網路帶寬)。預
設設定為 30。

●

ConnectionCheckingQuick SleepTime
指定在未發現作業的 Dispatcher 時進行掃描的時間間隔 (以秒為單位)。此參數值必須小於
ConnectionCheckingSleepTime。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131

章節7：伺服器管理
有效設定為 1 到 2147483647。設定小於 5 可能會佔用太多的資源 (CPU 時間和網路帶寬)。預
設設定為 5。

步驟
1. 將 c10_location/cgi-bin/cognoscgi.conf.sample 檔案複製到 c10_location/bin，並將其重新命名為
cognoscgi.conf。
2. 使用可以以 UTF-8 格式儲存檔案的編輯器開啟 cognoscgi.conf 檔案。
3. 將以下行新增到檔案中：
ConnectionCheckingSleepTime=time in seconds
ConnectionCheckingQuickSleepTime=time in seconds

4. 以 UTF-8 格式儲存 cognoscgi.conf 檔案。

設定 Servlet Gateway 的 Dispatcher 掃描的頻率
如果您已選擇使用 Servlet Gateway，則可以指定它們掃瞄 Dispatcher 來確定目前狀態的頻率。如果
第一次通訊失敗，則通訊將路由到其他 Dispatcher。
使用以下參數：
●

pingPeriod
指定對 Dispatcher 狀態進行掃描的時間間隔 (以秒為單位)。
有效設定為 1 到 2147483647。設定小於 5 可能會佔用太多的資源 (CPU 時間和網路帶寬)。預
設設定為 180。

●

fileCheckPeriod
指定啟動配置檔案檢查新 Dispatcher 的時間間隔 (以秒為單位)。
有效設定為 1 到 2147483647。 預設為 30。

如需有關 Gateway 和 URI 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

步驟
1. 使用支援以 UTF-8 格式儲存檔案的編輯器開啟位於 c10_location/war/gateway/ 或 Servlet 部署目
錄 (取決於您使用的伺服器) 的 Servlet Gateway web.xml 檔案。
2. 根據需要變更這兩個參數的值。
<!-- The number of seconds between pings to dispatcher -->
<param-name>pingPeriod</
param-name>
<!-- A non-zero positive integer -->
<param-value>180</param-value>
</init-param>
<init-param>
<!-- The number of seconds between checking the startup
file for changed dispatchers -->
<param-name>fileCheckPeriod</param-name>
<!-- A
non-zero positive integer -->
<param-value>30</param-value>
</init-param>

3. 以 UTF-8 格式儲存 web.xml 檔案。

保護 Dispatcher
IBM® Cognos® 軟體的使用者可以在網頁瀏覽器的位址欄位或超連結中輸入 XPath 搜尋路徑。使用
者可以針對搜尋路徑參數在使用者介面中輸入任何搜尋路徑語法。IBM Cognos 軟體依靠 Content
Manager 存取控制清單 (ACL) 來檢查傳回至使用者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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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惡意的使用者會看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 Dispatcher 名稱。這可能會導致安
全性風險，即使這些使用者無法按一下 Dispatcher 名稱或者對期執行任何動作。
為避免此類安全風險，管理員可以變更預設 Dispatcher 名稱。預設 Dispatcher 名稱為電腦_名稱:9300
並且可以將其變更為 server1 (範例) 以遮罩埠號和主機名稱。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重新命名
Dispatcher"(第129頁)
如需有關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使用的其他安全性技術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rchitecture and
Deployment Guide》。

Content Manager 電腦
您可能要安裝多個 Content Manager (一台電腦安裝一個 Content Manager)。一台 Content Manager 電腦
處於作用中狀態，一台或多台 Content Manager 電腦處於待命狀態。
請確保安裝了 Content Manager 的每台電腦上的時鐘都同步。如果時鐘不同步，則在發生容錯移轉
時可能會有不正常的表現。例如，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剛關閉的伺服器的狀態在更
新前可能會有延遲。
您可以為以下項設定進階 Content Manager 參數 (第135頁)：
●

資料庫連線池設定 (第133頁)

●

已排序非英語區域設置的項目 (第134頁)

●

Content Manager 同步 (第134頁)

●

控制外部名稱環境的瀏覽 (第135頁)

●

為 Content Manager 快取服務設定快取大小限制 (第136頁)

●

透過在 Report Server 上儲存使用者工作階段檔案來降低 Content Manager 負載 (第136頁)

如需有關 Content Manag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
您必須具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 (第245頁)。

管理 Content Manager 的資料庫連線池設定
Content Manager 使用資料庫連線存取 Content Store。您可以變更 Content Manager 的連線池設定來提
高效能。
使用池中連線，Content Manager 無需為新請求建立和開啟連線。這樣會提供更快的回應時間。但
是，池中連線會保留資料庫資源，因此如果不需要，應關閉空閑的連線。
透過限制連線的最大數以及透過指定在連線自動關閉之前連線在池中保持的時間，您可以管理到
Content Store 的連線數。
可以使用以下參數：
●

CM.DbConnectPoolMax
指定 Content Store 允許的同時資料庫連線的最大數目。
此參數僅適用於 Content Manager 連線池設定。如果您具有存取同一 Content Store 的其他服務，
則同時資料庫連線數可能會比在此參數中指定的要多。
有效設定為 -1 或 5 到 2147483647 或資料庫設定 (取其較小者)。預設為 -1 (無限制)。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133

章節7：伺服器管理
●

CM.DbConnectPoolTimeout
指定執行緒等待池中出現可用連線的最長時間 (以毫秒為單位)。
有效設定為 -1 到 2147483627。設定 0 指定如果連線不是立即可用，則執行緒不會等待該連線。
預設為 -1 (無限制)。

●

CM.DbConnectPoolIdleTime
指定連線可在池中保持空閒的最短時間 (以毫秒為單位)。此參數僅在 DbConnectPoolCleanUpPeriod
設定為正值時使用。
有效設定為 -1 到 2147483647。設定 0 或 -1 指定在 Content Manager 重新啟動後將關閉空閑連
線。預設為 300000 (5 分鐘)。

●

CM.DbConnectPoolCleanUp Period
指定呼叫用於關閉池中空閑連線的清除執行緒之間的時間 (空閑連線持續的時間超過了
DbConnectPoolIdleTime 的設定，以毫秒為單位)。
有效設定為 -1 到 2147483647。預設為 300000 (5 分鐘)。

對非英語區域設置的項目進行排序
如果您使用非英語區域設置，則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項目的排序可能會出現錯誤。透過使
用 CM.SortCollation 設定，您可以修正 Oracle 或 Microsoft® SQL Content Store 中存在的此問題。
例如，若要使用中文語音排序規則對 Oracle 資料庫中的項目進行排序，請將 CM.SortCollation 參數
設定為 SCHINESE_PINYIN_M。
如需有關所支援排序規則的資訊，請參閱 Oracle 和 SQL Server 文件。設定 CM.SortCollation 值不會
影響正在執行 DB2 或 Sybase 資料庫的 Content Manager。

管理 Content Manager 同步
如果您的安裝包括待機的 Content Manager 電腦，則可以設定指定 Content Manager 待機活動的參
數。您可以指定執行檢查以確保作用中 Dispatcher 未發生故障的頻率、在發生容錯移轉時和啟動時
確定哪個 Content Manager 處於作用中狀態所需的時間、作用中 Content Manager 在處於繁忙狀態時
傳送回應的頻率，以及在不導致容錯移轉的情況下短暫網路中斷的時間。
可以使用以下參數：
●

CM.CMSync_NegotiationTime
指定在發生容錯移轉時確定作用中 Content Manager 所需的時間 (以毫秒為單位)。
有效設定為 1 到 9223372036854775807。 預設為 2000。

●

CM.CMSync_NegotiationTimeForStartUp
指定啟動時確定作用中 Content Manager 所需的時間 (以毫秒為單位)。
有效設定為 1 到 9223372036854775807。 預設為 60000。

●

CM.CMSync_CheckActive Time
指定其他 Content Manager 變為作用中狀態時，先前作用中的 Content Manager 變為待命狀態所
需的時間 (以毫秒為單位)。
預設為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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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CMSync_PingTimeout
指定處於繁忙狀態的 Content Manager 傳送表示其是否正在執行之回應所需的時間 (以毫秒為單
位)。
有效設定為 1 到 9223372036854775807。 預設為 120000。

●

CM.CMSync_ShortNetwork InterruptionTime
指定在未導致容錯移轉的情況下發生短暫網路中斷的時間 (以毫秒為單位)。
有效設定為 1 到 9223372036854775807。 預設為 3000。

控制外部名稱環境的瀏覽
您可以控制使用者是否可以瀏覽外部名稱環境。
將 CM.SecurityQueryRequiresRead 設定設為 True 時，如果將外部名稱環境策略更新為拒絕使用者或
群組的讀取權限，則 Content Manager 可阻止外部名稱環境的瀏覽。此設定可控制 Content Manager
是否強制對外部名稱環境查詢結果進行讀取權限篩選。預設為 False。

設定進階 Content Manager 參數
您可以設定進階 Content Manager 參數。如需有關參數的資訊，請參閱"Content Manager 電腦"(第133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Content Manager]。
5. 按一下 [Content Manager 服務] 旁邊的箭頭以顯示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按一下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編輯]。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名稱。
例如，鍵入 CM.DbConnectPoolCleanUpPeriod。
10. 在 [值] 欄中，鍵入設定的相關值。
11. 根據需要繼續鍵入設定名稱和值。
12. 按一下 [確定]。
13.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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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Content Manager 快取的快取大小限制
您可以指定快取大小的上限 (佔 JVM 堆積大小的百分比)。預設為 10%。有效值為 0 到 100。增加
快取大小可以降低 Content Manager 上的負載，使其可以服務更多分佈式節點。然而，將此值設定
太高可能會導致 Dispatcher 中發生記憶體不足錯誤。
將該值設定為 0 (零) 會從系統範圍關閉快取，從而將所有查詢請求直接傳送至 Content Manager，
這樣可能會降低系統效能。但是，這對於比較使用快取與不使用快取之間的效能差異非常有用。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左上角，按一下 [所有伺服器]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然後依
次選取 [服務]、[Content Manager 快取]。
5. 按一下 [ContentManagerCacheService] 旁邊的箭頭，以顯示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
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在 [值] 欄中，變更 [Content Manager 快取服務的堆積限制] 的數目。
8. 鍵入所需的設定，然後按一下 [確定]。

透過在本端儲存使用者工作階段檔案降低 Content Manager 負載
當使用者執行交互報表時，Report Server 會將請求傳送至 Content Manager，要求其在使用者的工作
階段快取中儲存報表輸出。此類報表輸出可能為以下某種格式：PDF、包含影像的HTML、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CSV 或 XML。
為降低 Content Manager 上的處理負載，將使用者工作階段檔案儲存在報表伺服器本端檔案系統上。
依預設，此位置位於報表伺服器上。您可以將該位置變更為遠端電腦，例如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上的共用目錄或 UNIX® 作業系統上的共用掛接目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
置指南》中關於變更暫存報表輸出位置的主題。
如果您要進行升級，使用者工作階段檔案會儲存於 Content Manager 中。如果要降低 Content Manager
負載，您需要變更報表伺服器本端檔案系統。
儲存暫存檔可能會導致磁碟使用量增加。確保為檔案分配充足的空間。
這樣不會影響應用程式的舊版本 (例如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舊版本的應用程式仍可向 Content
Manager 傳送請求。
可以使用以下參數：
●

暫存物件位置
指定暫存快取檔案的位置。若要將暫存快取檔案儲存到 Report Server，請選取 [伺服器檔案系
統]。若要將暫存快取檔案儲存到 Content Manager，請選取 [Content Store]。
預設為 [伺服器檔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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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存物件生命週期
以小時指定保留暫存快取檔案的時間長度。如果您將此設定為零，則檔案會一直保留，直到
被手動刪除。
此設定僅由 Dispatcher 使用。關閉瀏覽器或者使用者按一下瀏覽器中的 [上一步] 按鈕時，Report
Server 會刪除暫存快取檔案。如果報表伺服器未能刪除檔案，Dispatcher 會使用此設定刪除這
些檔案。
預設值為 4 小時。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還有一個用於加密暫存檔案的設定，該設定不受 [暫存物件壽命] 或 [暫存物
件位置] 設定的影響。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4. 於右上角按一下 [設定性質 - 配置] 按鈕

，然後按一下 [設定]。

5. 從 [類別] 功能表中，按一下 [微調]。
6. 根據需要變更 [暫存物件位置] 和 [暫存物件壽命] 的設定。
7. 按一下 [確定]。

在提示快取中覆蓋 (預設) 區域設置處理
您可以使用報表服務參數 RSVP.PROMPTCACHE.LOCALE 覆蓋所有報表的提示快取中的區域設置
處理。
設定 RSVP.PROMPTCACHE.LOCALE 參數後，將在建立、更新或使用提示快取資料時使用指定的
區域設置，而不是報表中指定的區域設置。 這意味著無論報表使用者的區域設置為何，都將為每
個報表使用一個提示快取。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服務] > [報
表]。
5. 按一下 [報表服務] 旁邊的箭頭以顯示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按一下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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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 RSVP.PROMPTCACHE.LOCALE。
10. 在 [值] 欄中，鍵入設定的相關值。
11. 按一下 [確定]。
12.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維護 Content Store
您可以尋找並修復 Content Store 中或 Content Store 與外部名稱環境之間存在的不一致情況。
您可以建立內容維護任務並按要求執行它們。您可以按已排程的時間或基於某種觸發器事件 (例如
資料庫重新整理或電子郵件) (第324頁) 執行內容維護任務。您可以將內容維護任務排程為工作(第322
頁)的一部分，或排程為代理程式(第401頁)的一部分。還可以檢視內容維護任務的執行歷程記錄
(第314頁)。
內容維護任務可以檢查 Content Store 中由於缺少資料或資料失效而出現的不一致性，或者 Content
Store 與外部名稱環境之間出現的不一致性。

內部 Content Store 維護
Content Store 中缺少資料可能會導致更新失敗。資料失效可能會阻止您建立新物件。Content Store
維護任務修復 Content Store 時，它會為可稍後更新的缺少資料新增預設值。它還將永久刪除所有
失效的資料。若要確保不會遺失您要保留的任何資料，建議在修復 Content Store 之前先選擇尋找
模式並檢查結果。
當您尋找和修復資料時，如果正在執行內容維護任務，則不會修復 Content Store。相反，Content
Manager 會在下次動時修復 Content Store 中的不一致性。
重要資訊：執行內容維護任務來尋找和修復 Content Store 之後，在重啟動 Content Manager 之前請
備份 Content Store。
建議您定期執行內部維護檢查，在升級之前執行此任務以確保 Content Store 的一致性尤其重要。

外部名稱環境上的 Content Store 維護
在您的驗證提供程式中刪除使用者時，使用者帳戶資訊會保留在 Content Store 中。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尋找仍存在於 Content Store 中的使用者資訊，並透過刪除外部名稱環境中不
存在的任何使用者來修復 Content Store。還可以從 Content Store 中刪除個別使用者設定檔 (第357
頁)。
如果要在多個名稱環境上執行內容維護任務，請執行以下動作之一：
●

如果要立即執行內容維護任務，只需登入到名稱環境並建立內容維護任務。

●

如果要將內容維護任務排程在將來執行或定期執行，請謹記，已排程的內容維護任務將針對
在建立內容維護任務時選取的名稱環境執行。在排程內容維護任務之前，請確保在登入到您
選取針對其執行內容維護任務的每個名稱環境之後，透過更新憑證使您的憑證包含每個名稱
環境的登入資訊。
提示：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我的偏好設定]、[個人] 標籤，然後按一下 [更新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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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具有每個選取的外部名稱環境的存取權限和每個外部名稱環境中所有使用者帳戶的讀取權
限。如果您不具有某個使用者帳戶的讀取權限，則將假定該使用者已從名稱環境中刪除。執行內
容維護工作時，Content Store 中的使用者資訊將由於存在不一致而被列示 (對於[僅尋找]) 或被自動
刪除 (對於 [尋找並修復])。
您必須具有必要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
特性"(第245頁)。

建立 Content Store 維護任務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內容管理]。
4. 按一下工具列上 [新內容維護] 按鈕

上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新一致性檢查]。

5. 鍵入名稱，如果需要，還可鍵入說明和螢幕提示，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6. 選擇所需的一致性檢查：
●

若要檢查 Content Store 是否存在不一致性，請按一下 [內部參照]。

●

若要在名環境上執行內容維護，請按一下 [外部名稱環境的參照]，然後選取所需的名稱環
境。

7. 按一下 [下一步]。
8. 選擇所需的動作：
●

若要立即或稍後執行任務，請按一下 [儲存並執行一次]，然後按一下 [完成]。指定執行的
時間和日期。按一下 [僅限尋找] 或 [尋找並修復]，然後按一下 [執行]。審閱執行時間並按
一下 [確定]。

●

若要將任務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請按一下 [儲存並排程]，然後按一下 [完成]。
然後，選取頻率以及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按一下 [僅尋找] 或 [尋找並修復]，然後按一
下 [確定]。
提示：若要暫時關閉時間表，請選取 [關閉時間表] 核選方塊。若要檢視時間表狀態，請
參閱"管理已排程的活動"(第313頁)。

●

若要儲存未排程或執行的任務，請按一下 [僅儲存]，然後按一下 [完成]。

執行 Content Store 維護任務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內容管理]。
4. 按一下內容維護任務旁邊的 [用選項執行]。
5. 選取 [現在] 核選方塊以立即執行內容維護任務或選取 [稍後] 核選方塊以設定日期和時間。
6. 按一下 [尋找] 或 [尋找並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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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 [執行]。

移轉公佈至 IBM Cognos BI 的 PowerPlay 報表
您可以透過 [使用 Analysis Studio 開啟] 或 [使用 Report Studio 開啟] 功能將已公佈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 IBM® Cognos®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移轉到 Report Studio 或 Analysis Studio。必須已
安裝移轉工具。
如需有關移轉 PowerPlay 報表或安裝移轉元件的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移轉
助理或 IBM Cognos PowerPlay 文件。

調整伺服器效能
無論您組織的規模如何，都應將效能調整包括為管理伺服器的一般部分。透過調整 Dispatcher 和服
務的配置設定，您可以最佳化 IBM® Cognos® 軟體的速度和效率。
對於使用者，最佳效能意味著其報表執行速度快且沒有錯誤。對於您，這意味著 IBM Cognos 軟體
穩定，使用者為此而感到滿意。
理想的情況是，您希望伺服器能夠滿足峰值使用時間的使用者需求。
您可能需要將 Dispatcher 新增到安裝中來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或者，您可能需要對已安裝 IBM
Cognos 軟體的電腦執行分佈式安裝或升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和
《Architecture and Deployment Guide》。
記錄的層級 (第93頁) 可以影響效能。IBM Cognos 軟體記錄的詳細資訊越多，分配到記錄的資源就
越多，而可用於執行報表的資源就越少。
在變更任何設定之前，請確保您已測試 Dispatcher (第130頁)，並已檢視相關的記錄消息 (第92頁)。
您還應了解您的效能要求。

模型
請確保模型已經過最佳化，可用於製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作業系統
IBM Cognos 軟體的執行情況與安裝 IBM Cognos 軟體的電腦的作業系統效能緊密相關。因此，確保
已調整作業系統非常重要。

調整程序
對 IBM Cognos 軟體的調整包括
●

為進階 Dispatcher 路由設定伺服器群組名稱

●

平衡 Dispatcher 之間的請求 (處理容量)

●

使用正在進行的請求因數平衡 Dispatcher 負載

●

將叢集相容模式用於 Dispatcher (負載平衡)

●

平衡資料移動任務執行負載

●

設定峰值時段內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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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最大程序和連線數以及親和力設定

●

設定佇列時間限制

●

設定 PDF 檔案字元編碼、字型嵌入以及壓縮類型和層級

●

設定最長執行時間

●

限制 Analysis Studio 或 Report Studio 圖表中生成的熱點

●

設定監視清單輸出生成時間

●

設定電子郵件附件壓縮

●

設定電子郵件附件最大大小配置參數

●

設定報表資料服務的報表大小限制 (監督者限制)

設定進階 Dispatcher 路由的伺服器群組名稱
如果您想要定義報表的路由規則 (第127頁)，則必須為要向其路由報表的 Dispatcher 或配置資料夾
設定伺服器群組名稱。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所有 Dispatcher]。
5. 按一下 Dispatcher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從 [類別] 清單中選取 [微調]。
8. 在 [伺服器群組] 性質的 [值] 欄中，鍵入名稱。
9. 按一下 [確定]。
在定義路由規則時，您可以使用此伺服器群組名稱。

Dispatcher 之間的平衡請求
如果您的安裝包括多個 Dispatcher，則可以透過變更其處理容量指定每個 Dispatcher 可處理的請求
部分。這一般稱為負載平衡。通常，您可以根據安裝 Dispatcher 的電腦的 CPU 速度設定 Dispatcher
的容量。
例如，第一個 Dispatcher 安裝在 2 GHz 電腦上，第二個 Dispatcher 安裝在 1 GHz 電腦上。您可以將
第一個 Dispatcher 的處理容量設定為 2.0，將第二個 Dispatcher 的處理容量設定為 1.0。第一個
Dispatcher 將處理三之二的請求，而第二個 Dispatcher 將處理三分之一的請求。如果您將兩個
Dispatcher 的容量都設定為 1.0，則請求將交替傳送給每個 Dispatcher。
每個 Dispatcher 的預設處理容量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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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和性設定 (第146頁) 優先於平衡請求設定。
您還可以透過設定正在進行的請求因數來控制 Dispatcher 負載平衡。請參閱"使用正在進行的請求
因數平衡 Dispatcher 負載"(第142頁)。您還可以關閉 Dispatcher 負載平衡的加權循環格式。請參閱"使
用 Dispatcher 的叢集相容模式 "(第143頁)。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按一下 [系統]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從 [類別] 清單中選取 [微調]。
7. 在 [值] 欄中，鍵入 [處理能力] 的新值，然後按一下 [確定]。
新值將立即生效。

使用正在進行的請求因數平衡 Dispatcher 負載
負載平衡的加權循環格式平等對待所有請求，並且將所有 Dispatcher 視為在處理它們接收的請求數
方面的能力相同。但是，不同的請求需要的處理能力有所不同。此外，Dispatcher 在不同的伺服器
上執行，並且具備不同的處理能力。例如，如果 Dispatcher 因為在較慢的伺服器上執行或者因為它
收到了需要許多處理能力的許多請求而導致落後，則循環格式仍會平等對待所有 Dispatcher。
您可以設定正在進行的請求因數，以便為循環演算法提供反饋，告知每個 Dispatcher 的執行情況。
開始落後的 Dispatcher 在它們的佇列中具有較多的正在進行的請求。循環演算法可以使用此資訊來
避免向這些 Dispatcher 傳送新請求，直至它們不再超載。
inProgressRequestFactor 進階設定控制向循環演算法傳送多少反饋。該值越大，將使用具有更多正
在進行的請求的節點之可能性越小。我們的調查顯示，理想反饋量為預設值 2.0。要使用簡單循環
格式，請在系統層級將其設定為 0.0。
您可以在系統層級或者在服務層級設定該值。對所有服務均預設使用系統層級設定。服務設定優
先於系統層級設定。
您還可以透過設定能力處理來控制 Dispatcher 負載平衡。請參閱"Dispatcher 之間的平衡請求"(第141
頁)。您還可以關閉 Dispatcher 負載平衡的加權循環格式。請參閱"使用 Dispatcher 的叢集相容模式
"(第143頁)。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從系統範圍設定性質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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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系統] 旁邊，按一下 [動作] 功能表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在 [進階設定] 旁邊，按一下 [編輯]。
7.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8. 若要設定所有服務使用的系統範圍的預設值，請在 [參數] 欄中，鍵入 DISP.default.
inProgressRequestFactor
9. 在 [值] 欄中，鍵入所有服務將作為預設值使用的相關值。
10. 按一下 [確定]。
11.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新值將立即生效。

為特定服務設定性質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所需的服務。
5. 在 Dispatcher 旁邊，按一下 [動作] 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在 [進階設定] 旁邊，按一下 [編輯]。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 DISP.<service_name>.inProgressRequestFactor，其中 <service_name> 是服務
的名稱。
例如，對於報表服務，鍵入 DISP.reportService.inProgressRequestFactor。
10. 在 [值] 欄中，鍵入所有服務將作為預設值使用的相關值。
11. 按一下 [確定]。
12.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新值將立即生效。

使用 Dispatcher 的叢集相容模式
如果您的 IBM® Cognos® 伺服器在負載平衡基礎架構內作業，您可以關閉 Dispatcher 負載平衡的加
權循環配置資源格式。否則，叢集和 IBM Cognos 軟體可能會重複負載平衡，這將降低效能。
您可以將名為 loadBalancingMode 的 Dispatcher 性質設定為 weightedRoundRobin 或 clusterCompa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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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eightedRoundRobin 模式下，根據 Dispatcher 的配置設定，Dispatcher 將以加權循環方式傳送請
求 (第141頁)。這是預設模式。
在 clusterCompatible 模式下，如果可能，非親和力請求將在本端處理。如果本端 Dispatcher 上沒有
服務，則請求將失敗。這將確保 IBM Cognos 軟體會遵循由您自己的負載平衡基礎架構執行的任何
負載平衡。
您可以在配置資料夾中為單一 Dispatcher 或一組 Dispatcher 設定 loadBalancingMode 性質 (第126頁)。
由於該性質為繼承性質，因此您可以將 Dispatcher 移動到配置資料夾並設定該資料夾的
loadBalancingMode 性質，從而快速為一組 Dispatcher 設定該性質。
您還可以透過設定正在進行的請求因數來控制 Dispatcher 負載平衡 (請參閱"使用正在進行的請求因
數平衡 Dispatcher 負載"(第142頁))，或者透過設定容量處理來控制 Dispatcher 負載平衡 (請參
閱"Dispatcher 之間的平衡請求"(第141頁))。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按一下 [系統]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提示：您還可以在 Dispatcher 層級上變更負載平衡設定。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從 [類別] 清單中選取 [微調]。
7. 在 [值] 欄中，選取 [負載平衡模式] 的值 (加權循環或叢集相容)，然後按一下 [確定]。
新值將立即生效。

平衡資料移動任務執行負載
若要改進伺服器效能，您可以在多個 IBM Cognos 軟體實例執行資料移動服務時平衡執行負載。某
些資料移動任務 (例如 JobStream) 由多個程序組成。執行此類任務時，預設值為在資料移動服務的
單個實例上執行所有程序。
您可以使用 DMS.DistributeBuilds 設定來向資料移動服務的若干實例分發 DM Fact Build 和 Dimension
Build JobStream 節點。如需詳細資訊，請參考您的 Data Manager 文件。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資料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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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 [資料移動]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按一下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編輯]。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 DMS.DistributeBuilds。
10. 在 [值] 欄中，鍵入 TRUE 以啟用資料移動負載平衡。
11. 按一下 [確定]。
12.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設定使用峰值時段
大多數組織都有一段需求峰值時段。該時段通常為工作時間，此時員工正在工作並執行交互式報
表。您可以確定組織的峰值需求時段的開始和結束時間。
在峰值期間，您可能要將連線數和程序數 (第146頁) 設定為足夠小的值，以便工作的執行速度可以
更快，並且系統資源可以處理來自使用者的交互請求。在非峰值時段內，您可以將連線數和程序
數設定為較大的值，因為對系統上的需求降低。
預設峰值時段從 07:00 到 18:00。在峰值時段和非峰值時段內，每個服務的預設連線數為 4。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所有 Dispatcher]。
5. 按一下 Dispatcher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從 [類別] 清單中選取 [微調]。
8. 在 [值] 欄中，為以下設定鍵入新值：
●

峰值期間開始時間

●

非峰值期間開始時間

提示：如果您要將配置設定重設為其預設值，請選取其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重設為預設
值]。
9.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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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最大程序數和最大連線數
對於報表服務、批次報表服務和資料移動服務，您可以設定程序的最大數以及高親和力連線和低
親和力連線 (Dispatcher 可以開啟這些連線以處理請求) 的最大數。對於 Agent Service、Content Manager
服務、資料移動服務、Delivery Service、工作服務和報表資料服務，您可以設定連線的最大數。
峰值期間和非峰值期間具有各自的設定 (第145頁)。

最大連線數
每個 Dispatcher 最多只能使用以下服務中的一種：Agent Service、Content Manager 服務、資料移動
服務、Delivery Service、工作服務和報表資料服務。連線一次處理來自一個服務的一個請求。
您可以使用以下設定指定峰值時段和非峰值時段內每個服務的最大連線數：
●

[非峰值期間<服務名>服務的最大連線數]

●

[峰值期間<服務名>服務的最大連線數]

預設的連線數為 4。

最大程序數
每個 Dispatcher 上可以有多個報表服務、批次報表服務和資料移動服務程序。您可以使用以下設定
指定峰值時段內的最大程序數：
●

[峰值期間<服務名>的最大程序數]

●

[非峰值期間<服務名>的最大程序數]

每個服務的預設程序數為 2。

親和力連線
此外，報表服務接受低親和力連線和高親和力連線來處理來自批次報表服務和報表服務的請求。
伺服器也接受低親和力連線和高親和力連線來處理來自資料移動服務的請求。
低親和力請求可由任何報表伺服器處理。通常，在最初請求報表或資料移動執行時，會使用低親
和力請求。
理想的情況是，高親和力請求由特定報表伺服器處理。通常，高親和力請求用於已被請求且可能
包含動作 (例如前往報表的下一頁面) 的報表。如果特定報表伺服器無法使用或繁忙，則報表將在
任何報表伺服器上重新執行 (低親和力請求) 且下一頁面 (高親和力請求) 將傳送給該伺服器。
親和性設定優先於平衡請求設定 (第141頁) 和進階路由設定 (第127頁)。
如果在項目執行的同時變更了服務的親和力設定，則伺服器程序數將增加一倍。當變更生效時，
程序數可能會暫時超過最大設定。如果在此暫時時段內系統沒有足夠的記憶體，則可能會導致出
現問題。
如需有關親和力連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Architecture and Deployment Guide》。
您可以使用以下設定指定報表服務、批次報表服務和資料移動服務的低親和力連線數和高親和力
連線數：
●

[峰值期間<服務名>的高親和性連線數]

●

[非峰值期間<服務名>的高親和性連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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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批次報表服務，預設低親和力連線數為 2。對於資料移動服務和報表服務，預設低親和力連
線數為 4。所有服務的設高親和力連線數為 1。

前提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所需的服務。
5. 按一下服務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提示：對於報表服務和批次報表服務，您還可以在系統或 Dispatcher 層級上設定某些設定。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從 [類別] 清單中選取 [微調]。
8. 在 [值] 欄中，為要變更的程序和連線鍵入新值。
提示：如果您要將某個配置設定重設為其預設值，請選取其核選方塊並按一下 [重設為母值]。
9. 按一下 [確定]。

指定佇列時間限制
您可以指定使用者發出的交互式請求在佇列中等待可用報表服務或資料移動連線的最大秒數。如
果請求在時間限制內無法被處理，則請求失敗並且使用者將收到錯誤訊息。
如果您的作業系統具有足夠的資源並且已經正確配置了 IBM® Cognos® 軟體，則請求所需要的時間
不應長於時間限制。
當您指定時間限制時，請考慮您希望使用者等待回應的最大秒數。預設佇列時間限制為 240 秒。
對批次報表服務的請求可以無限期保留在佇列中。
如果您具有較大使用者負載 (超過 165 個使用者)，並且在分佈式安裝中連續地執行交互式報表，
則可以將佇列時間限制增加到 360 以避免收到錯誤訊息。您可能還想增加非同步逾時設定以避免
收到錯誤訊息。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和配置指南》。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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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按一下 [系統]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提示：您還可以在 Dispatcher 或服務層級上變更佇列時間限制設定。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從 [類別] 清單中選取 [微調]。
7. 在 [值] 欄中，為 [報表服務的佇列時間限制 (秒)] 或 [資料移動服務的佇列時間限制 (秒)] 設定
鍵入新值。
提示：如果您要將配置設定重設為其預設值，請選取其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重設為預設
值]。
8. 按一下 [確定]。

PDF 檔案設定
有四個 PDF 檔案設定來共同確定 PDF 檔案的建立速度和 PDF 檔案的大小。
理想的設定因環境而異。例如，如果您將 PDF 檔案作為整夜批次工作的一部分來建立，則您有可
能不會關心速度。您可能選擇建立小檔案的設定，這些小檔案可以輕鬆地進行分佈，但生成時所
需的時間較長。如果建立包含多個圖表和圖形的即席 PDF 檔案或複雜的 PDF 檔案，則可能您更關
心的是速度而不是檔案大小。
您可以對報表服務和批次報表服務使用不同的 PDF 檔案設定。

PDF 字元編碼
PDF 字元編碼可以確定用於建立 PDF 檔案的字元集。您可以選擇使用 Windows1252 編碼 (適用於
西方書寫系統中拉丁文字的標準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單位元組編碼) 或 unicode (UTF-16)
編碼。依預設，將根據檔案中找到的字元自動確定 PDF 字元編碼。
這些設定名稱為：
●

報表服務的 PDF 字元編碼

●

批次報表服務的 PDF 字元編碼。

值

目的

Windows1252 如果您知道您的檔案僅包含 Windows1252 字元，請將此設定用於更快速的 PDF 檔案建
立。
沒有 Windows1252 等效字元的任何 unicode (UTF-16) 字元都將被轉換為不確定的
Windows1252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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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目的

字型

如果您知道您的檔案包含非 Windows1252 字元 (例如中文字元)，請使用此設定，這比
使用自動設定可以更快生成 PDF。
PDF 內置的字型是編碼的所有 Windows1252 字元。幾乎所有其他字型都使用 UTF-16
字元集。
此設定通常可以建立比使用 Windows1252 設定建立的更大的 PDF 檔案。UTF-16 編碼
檔案可能會取得更好的壓縮效果 (請參閱"內容壓縮類型"(第150頁))。

自動

使用此設定可以自動確定是否應使用 Windows1252 或 UTF-16 對文件中的文字進行編
碼。
如果必須分析大篇幅的文字，則此設定是三個設定中速度最慢的。如果速度是您關心
的問題，則可以選擇對不同報表嘗試使用其他值來確定適合您環境的最佳設定。
這是預設設定。

字型嵌入
若要確保在報表中使用的字型可用於所有讀取器，可以在 PDF 檔案中嵌入字型。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有兩個字型嵌入清單，一個用於報表服務，另一個用於批次報表服務。
可以將字型指定為始終嵌入或從不嵌入的字型。例如，可以將您不具有合法權限進行重新分派的
字型指定為從不嵌入的字型。可以將在遠端銷售辦公室無法使用但讀取 PDF 報表所必需的字型，
指定為始終嵌入的字型。
如需有關字型嵌入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可以允許或禁止將字型嵌入報表服務和批次報表服務 PDF 檔
案中。您也可以選擇自動字型嵌入。請謹記，包含嵌入字型的檔案較大，並且生成時所需的時間
也較長。嵌入字型可導致網路資源緊張。較少的嵌入字型可降低網路資源消耗。
某些字型的授權會禁止嵌入。請確保您具有供應商授予的權限以嵌入經過授權的字型。
這些設定名稱為：
●

允許報表服務在產生的 PDF 文件中嵌入字型的選項

●

允許批次報表服務在產生的 PDF 文件中嵌入字型的選項。

有一些在使用時始終嵌入的專用字型，例如條碼字型。這些設定不控制專用字型的嵌入。從不會
嵌入 PDF 內置字型。

值

目的

允許

如果您知道您的讀者沒有檢視 PDF 報表所需的所有字，請使用此設定。檔案較大，且 PDF 輸出生成速
度較慢。
將禁止嵌入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從不嵌入字型清單中的字型。
這是預設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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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目的

禁止

如果您知道您的讀者具有檢視 PDF 報表所需的所有字型，請使用此設定。檔案較小，且生成速度較
快。
除非字型在 IBM Cognos Configuraiton 的始終嵌入清單中，否不會嵌入這些字型。

自動

自動確定要嵌入的字型。此設定生成 PDF 報表所需的時間最長。
如果資料僅包含 Windows1252 字元，將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始終嵌入字型清單和從不嵌入
字型清單。如果存在衝突，則使用從不嵌入字型清單。
除專用字型外，通常，只有在檔案中使用了未列示字型的 UTF-16 字元時才會嵌入這些字型。

內容壓縮類型
在建立 PDF 報表時您可以設定要使用的壓縮類型。建立使用較高壓縮類型的檔案的 PDF 輸出所需
時間較長，但結果檔案較小。
內容壓縮類型可以指定要壓縮的資料。"壓縮算術層級"(第150頁) 指定壓縮資料的程度。以下兩個
設定的組合確定了最終檔案大小。
這些設定名稱為：
●

報表服務建立的 PDF 文件的 PDF 壓縮類型

●

批次報表服務建立的 PDF 文件的 PDF 壓縮類型。

此設定的選項從最低到最高的壓縮類型為：[經典]、[基本]、[改進]、[進階] 和 [完整]。[經典] 是預
設設定。
壓縮類型指 PDF 報表中壓縮的資料量。通常，較少的壓縮意味著壓縮速度較快且檔案較大。低於
6.0 的 Adobe® PDF Acrobat Reader 版本不支援高於 [經典] 的壓縮類型。
在極少數情況下，壓縮會導致小檔案略微變大。

壓縮算術層級
在建立 PDF 檔案時，您可以指定要使用的壓縮算術層級。
內容壓縮類型可以指定要壓縮的資料。"內容壓縮類型"(第150頁) 指定壓縮資料的程度。以下兩個
設定的組合確定了最終檔案大小。
這些設定名稱為：
●

報表服務建立的 PDF 文件的內容壓縮層級

●

批次報表服務建立的 PDF 文件的內容壓縮層級

壓縮算術層級的有效選擇為 0 (無壓縮) 到 9 (最大壓縮)。 預設為 9。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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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所需的服務。
5. 按一下服務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從 [類別] 清單中選取 [微調]。
8. 在 [值] 欄中，為每個 PDF 檔案設定鍵入所需的值。
提示：如果您要將配置設定重設為其預設值，請選取其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重設為預設
值]。
9. 按一下 [確定]。

設定最長執行時間
您可以為報表服務、批次報表服務以及資料移動服務設定最長執行時間。如果超過了時間限制，
將取消執行。
例如，如果知道任務耗時較長時會發生錯誤，您可能希望限制執行時間。您可能還希望確保沒有
任務獨佔伺服器時間以影響其他任務。
預設為零，即對於執行時間沒有限制。
此設定的優先順序高於監督者限制設定。請參閱"設定報表資料服務的報表大小限制"(第155頁)。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所需的服務。
提示：您還可以在 Dispatcher 或服務層級上變更佇列時間限制設定。
5. 按一下服務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提示：您還可以在 [系統] 層級上設定這些服務設定。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從 [類別] 清單中選取 [微調]。
8. 在 [值] 欄中，為 [<服務名>的最長執行時間 (秒)] 設定鍵入新值。
9.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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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保留監視清單報表輸出的時間
您可以保留特定執行數目的監視清單報表輸出，或保留特定天數或月數的監視清單報表輸出。例
如，您可以最多可保留 10 個版本或保留 2 天或 6 個月的報表輸出版本。
有兩個設定：
●

如果您要指定保留監視清單報表輸出的最長時間，請使用 [期刊文件版本保留時間] 設定。預
設為 1 天。在 [設定] 窗格中，它將顯示為 1 天。

●

如果您要指定保留的最大副本數，請使用 [期刊文件版本保留計數] 設定。不存在預設。

如果您指定了兩個設定，則將由最先達到設定值的設定確定保留的版本數。
您選擇的設定取決於監視清單報表輸出生成的頻率和您的系統資源。例如，如果某個報表在夜間
執行以透過入口網站提供白天所需的輸出且監視清單每周更新，則您可能僅希望每個月保留四個
版本，而不是每個月保留多於五個版本。如果將工作用於執行報表並且監視清單僅在工作執行時
更新，則您可能希望每天僅保留一個版本。
如需有關監視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為報表啟用監視規則"(第385頁)。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按一下 [系統]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從 [類別] 清單中選取 [微調]。
7. 在 [值] 欄中，為 [期刊文件版本保留時間] 設定鍵入新值，然後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天] 或
[月]。
8. 在 [值] 欄中，為 [期刊文件版本保留計數] 設定鍵入新值。
9. 按一下 [確定]。

限制 Analysis Studio 或 Report Studio 圖表中產生的熱點
您將滑鼠懸停在圖表上時，將顯示圖表中的熱點。例如，向下逐層分析符號或工具提示上的熱點
會提供關於欄、行或圓形扇區的詳情。隨著熱點數的增加，瀏覽器回應時間也會延長。生成包含
許多成員的圖表時，這些熱點可能成為系統資源的另一負擔，這樣會凍結瀏覽器。若要提高效能，
請限制為 Analysis Studio 和 Report Studio 圖表生成的熱點數。
當您限制熱點數時，項目 (例如軸標籤和圖例標籤) 將優先於各圖形元素 (例如橫條圖、圓形扇區
等)。根據圖表中的項目數和最多熱點數的設定，部分軸項目可能具有熱點，而其他軸項目和所有
圖形元素沒有熱點，或者所有軸項目和部分圖形元素可能具有熱點，而其他圖形元素沒有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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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Studio 中的最多熱點數設定將覆蓋此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預設為無限制的熱點數。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按一下 [系統]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提示：您還可以在 Dispatcher 或服務層級上變更熱點設定。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從 [類別] 清單中選取 [微調]。
7. 找到 [批次報表服務在圖表中產生的熱點數] 或 [報表服務在圖表中產生的熱點數] 設定。在
[值] 欄中，按一下 [無限制] 旁邊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數字>]。為最多熱點數鍵入新值
8. 按一下 [確定]。

設定電子郵件附件最大大小配置參數
在 IBM® Cognos® BI 中，您可以選擇限制電子郵件附件的大小，以避免因項目過大而引起的潛在
問題。允許的範圍為 0 到 2047 MB。如果不指定值，Cognos Connection 將不會對電子郵件附件的大
小套用任何限制。
在 Cognos Connection 中設定電子郵件大小限制之前，您必須知道電子郵件伺服器中設定的電子郵
件大小限制。此限制通常由電子郵件伺服器管理員設定為 10 到 25 MB 之間。如果需要傳送的報
表檔案大小較大，可考慮使用其他檔案轉移方式，例如 FTP 或安全複製。
如果 Cognos Connection 中設定的限制低於電子郵件伺服器中的限制，Cognos Connection 設定會覆
蓋電子郵件伺服器設定。例如，如果 Cognos 限制為 10 MB，而電子郵件伺服器限制為 20 MB，則
Cognos BI 伺服器會將 15 MB 的附件取代為包含警告訊息的純文字檔案。電子郵件伺服器會接受該
檔案，並將其傳送給收件者。純文字警告訊息會通知收件者已刪除大小超過限制的附件，並已將
其取代為警告訊息。收件者隨後需要透過 Cognos Connection 檢視報表。
如果 Cognos Connection 中設定的限制高於電子郵件伺服器中的限制，則 Cognos Connection 設定不
會覆蓋電子郵件伺服器設定。例如，如果 Cognos Connection 中設定的限制為 20 MB，而電子郵件
伺服器限制為 10 MB，那麼 Cognos BI 伺服器會將 15 MB 的附件傳送給電子郵件伺服器，但會被
電子郵件伺服器拒絕。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4. 選取您要配置的 Disp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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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右上角的 [設定性質 - 配置] 按鈕。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對於 [進階設定] 名稱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 (如果可用)。
9. 對於 [參數]，鍵入 mail.attachment.limit。
10. 為 [mail.attachment.limit] 設定指定一個值。以下設定可用。

目標

動作

預設設定

鍵入 0 (零)。這是預設設定。

設定電子郵件附件大小

鍵入 n，其中 n 為附件的最大大小 (單位：MB)。

11. 按一下 [確定]。
12. 如果您配置了多個 Dispatcher，請對其餘的每個 Dispatcher 執行步驟 4 到步驟 10。
13.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您必須停止 IBM Cognos 軟體然後再重新啟動。
如需有關停止 IBM Cognos 軟體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設定電子郵件附件的壓縮
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您可以選擇壓縮超過特定大小的電子郵件附件，或關閉壓
縮。依預設，關閉壓縮。如果您想要壓縮的電子郵件附件，請使用配置設定 [未壓縮電子郵件附件
的最大大小 (MB)] 變更預設行為。
要壓縮的電子郵件附件必須為 1MB。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4. 按一下所需的 Dispatcher。
5. 對於 [Delivery Service]，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若要篩選設定，請在 [類別] 方塊中，按一下 [微調]。
8. 為 [未壓縮電子郵件附件的最大大小 (MB)] 設定指定值。以下設定可用。

154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7：伺服器管理

目標

動作

關閉壓縮

鍵入 0 (零)。這是預設設定。

如果附件大於 n，則壓縮電子郵件附件。

鍵入 n，其中 n 為附件的大小 (單位：
MB)。

n 為附件的大小 (單位：MB)。

9. 按一下 [確定]。
10. 按一下位於頁面頂部的路徑中的 [配置] 連結。
您會返回到 Dispatcher 清單。
11. 如果您配置了多個 Dispatcher，請對其餘的每個 Dispatcher 執行步驟 4 到步驟 10。
12.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停止 IBM Cognos 軟體然後再重新啟動。
如需有關停止 IBM Cognos 軟體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設定報表資料服務的報表大小限制
為了限制報表資料服務使用的資源 (例如記憶體)，IBM® Cognos® 軟體對可以傳送的報表資料的大
小進行了限制。如果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收到報表結果太大的錯誤，您可以透過
變更監督者限制設定來增大報表資料的大小限制。
最長執行時間設定 (第151頁) 的優先順序高於此設定。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報表資料]。
5. 按一下 [報表資料服務]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在 [值] 欄中，變更 [監督者限制 (MB)] 的數量。
8. 按一下 [確定]。

調整 Metric Studio 連線
您可以設定 Metric Studio 參數，控制資料庫伺服器的已建立連線數以及保持開啟未使用的連線的
時間長度。未使用的資料來源連結會影響 Metric Studio 效能和您伺服器上其他應用程式的效能。
若要確定您應使用的設定，請在低使用時段、一般使用時段和高使用時段監控資料庫伺服器的連
線。如需具體說明，請參考您的資料來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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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擁有 500 個使用者。因為始終開啟 500 個連線可能會影響資料庫伺服器的效能，您將連
線的初始數目設定為 100，將連線的最大數目設定為 500。您將未使用的連線逾時設定為 10 分鐘，
將檢查未使用連線的時段間隔設定為 5 分鐘。
您將連線增量設定為 10。開啟資料庫連線的數量會以增量 10 進行變更，以便滿足使用者負載在
一天中增加和減少的要求。
您必須具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 (第245頁)。
可以使用以下參數：
●

initialConnections
首次存取資料庫時，Metric Studio 服務開啟的連線數。永遠不會關閉這些連線。它們總是會服
務一般使用者負載。有效設定為 0 到 30,000。 預設為 5。如果您希望在不使用連線時關閉所有
連線，則將其設定為零。

●

incrementConnections
當處理使用者負載需要的連線超過初始連線數時，Metric Studio 服務開啟的連線數。連線以區
塊的形式開啟和關閉。直到區塊中的所有連線都不在使用中時，才會關閉區塊中的連線。有
效設定為 1 到 30,000。 預設為 5。

●

maximumConnections
Metric Studio 服務開啟的最大連線數。當連線達到最大數目並且所有分配的連線正在處理其他
請求時，使用者會收到錯誤。有效設定為 1 到 30,000。 預設為 200。此設定必須大
initialConnections 設定。

●

connectionIdleTimeout
關閉連線之前其未使用的時間 (以秒為單位)。有效設定為 1 到 30,000。預設值為 3600 (1 小時)。

●

connectionMaintenanceInterval
Metric Studio 服務在檢查其將關閉的未使用連線之前所等待的時間 (以秒為單位)。有效設定為
1 到 30,000。預設值為 3600 (1 小時)。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Metric Studio]。
5. 按一下 [Metric Studio 服務] 旁邊的箭頭，以顯示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按一下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編輯]。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名稱。
例如，鍵入 connectionIdle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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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值] 欄中，鍵入設定的相關值。
11. 根據需要繼續鍵入設定名稱和值。
12. 按一下 [確定]。
13.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14. 重新啟動 Metric Studio 服務，以使新設定生效。如需說明，請參閱"停止和啟動 Dispatcher 和服
務"(第122頁)。

查詢執行
有三項設定可用於查詢執行：
●

設定同時查詢執行的參數 (第157頁)

●

設定查詢優先順序 (第159頁)

●

在查詢中啟用將數字搜尋關鍵字轉換為字串 (第161頁)

設定同時查詢執行的參數
依預設，IBM® Cognos® 軟體會按順序執行報表中的查詢。根據您的環境，您可能可以透過啟用同
時查詢執行提高報表執行效能。透過設報表服務和/或批此報表服務的進階伺服器性質，您可以執
行此動作。當啟用同時查詢執行時，報表伺服器將確定報表中的哪些查詢可以同時執行。
報表作者必須指定報表中用於同時執行的候選查詢。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RSVP.CONCURRENTQUERY. NUMHELPERSPERPROCESS
使用此參數啟用並行查詢執行，並設定每個報表服務或批次報表服務程序的查詢執行說明程式的
最大數。
預設值為 0，意味著關閉並行查詢執行。
每個查詢執行說明程式都可以導致附加的資料來源連結。例如，報表服務包含四個程序：兩個高
親和力連線和兩個低親和力連線：
●

如果將查詢執行說明程式最大數設定為 0 (已關閉)，則報表服務建立的資料來源連結最大數為
16 ([兩個低親和力連線 + 兩個高親和力連線 + 零個查詢執行說明程式] * 四個程序)。

●

如果將查詢執行說明程式最大數設定為 2，則報表服務建立的資料來源連結最大數為 24 ([兩個
低親和力連線 + 兩個高親和力連線 + 兩個查詢執行說明程式] * 四個程序)。

RSVP.CONCURRENTQUERY. MAXNUMHELPERSPERREPORT
使用此參數指定每個報的查詢執行說明程式的最大數目。此參數用於防止單一報表佔用所有可用
的查詢執行說明程式。
例如，報表具有可以同時執行的八個查詢：
●

如果將 RSVP.CONCURRENTQUERY.NUMHEL PERSPERPROCESS 和 RSVP.CONCURRENTQUERY.
MAXNUMHELPERSPER REPORT 都設定為四，則在執行時該報表將佔用所有查詢說明程式。
在該報表完成執行之前，其他報表將不能同時執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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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將 RSVP.CONCURRENTQUERY.MAXNUM HELPERSPERREPORT 設定為二，則該報表將
佔用兩個查詢說明程式，而留下兩個查詢說明程式可供其他報表使用。

該參數的預設值為 1。
除非將 RSVP.CONCURRENTQUERY.NUMHELPERSPER PROCESS 設定為大於 0 的值，否則此設定
沒有影響。

RSVP.CONCURRENTQUERY. ENABLEDFORINTERACTIVEOUTPUT
在報表服務生成交互式輸出時，使用此參數啟用並行查詢執行。
對於交互式報表，如果啟用同時查詢執行，則可能會執行某些不必要的查詢，因為不使用這些查
詢結果。例如，對多頁面報表執行的所有查詢中，可能每個頁面上至少包含一個查詢，但使用者
可能僅檢視第一頁。如果您不想將資源用於未在交互式報表中使用的結果，請關閉此參數。
編寫的提示頁面不是交互式輸出，並且不會受到此設定的影響。
該參數的預設值為 [false]，意味著被關閉。

RSVP.PROMPT.EFFECTIVEPROMPTINFO.IGNORE
使用此參數關閉中繼資料請求中 effectivePromptInfo 屬性的傳送，並有效關閉將提示資訊從層級的
標題屬性下移動到層級自身。
該參數的預設值為 [false]，意味著被關閉。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全部)]。
5. 按一下報表或批次報表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按一下報表或批次報表服務的 [設定性質] 按鈕
8.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9. 按一下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編輯]。
10.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11.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名稱。
12. 在 [值] 欄中，鍵入要使用的設定。
13.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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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設定查詢優先順序
當執行已定義提示控制的報表時，將擷取所有參數資訊，包括在報表、模型和資料來源中定義的
參數資訊。這是資料類型以及使提示控制的功能與其相關參數的功能保持協調一致所必需的。此
作業可以影響效能，尤其是存在多個查詢或複雜查詢時。在使用者看來，這會花費太長的時間來
顯示第一個提示頁面或報表頁面。
若要提高速度，報表作者可以在 Report Studio 中設定查詢提示，以在確定參數資訊時提供查詢優
先順序。查詢的優先順序根據其使用位置及是否包含篩選器確定。優先順序群組是一組共享相似
屬性的查詢，例如篩選器。不論自動化查詢優先順序的設定方式如何，都將先擷取具有作者定義
優先順序的查詢的參數，而不是同時擷取所有查詢的參數。如需有關參數、篩選器和提示控制的
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查詢將按照優先順序進行群組，如下表所示。當查詢群組包含子群組時，第一個子群組的優先順
序高於第二個子群組。

查詢群組

優先順序

Report Studio 中 [用於參數資訊] 性質設定為 [是] 的查詢

1

包含定義的篩選器 (不用於填充提示控制) 的查詢

2

●

此類查詢的第一個參照

●

此類查詢的後續參照

包含定義的篩選器 (用於填充提示控制) 的查詢
●

此類查詢的第一個參照

●

此類查詢的後續參照

不包含定義的篩選器 (不用於填充提示控制) 的查詢
●

此類查詢的第一個參照

●

此類查詢的後續參照

不包含定義的篩選器 (用於填充提示控制) 的查詢
●

此類查詢的第一個參照

●

此類查詢的後續參照

3

4

5

若要指定定義查詢和查詢群組處理方式的系統範圍的配置，您可以將設定值或名稱指定給報表伺
服器進階設定 RSVP.PROMPT.RECONCILIATION。這允許您將提示控制功能與資料類型之間的調
和度指定給相關參數的調和度。您選擇的設定可以確定是調和精確度更重要，還是速度更重要。
例如，如果報表作者確保在所有查詢中使用相同的資料類型和功能 (即選擇性、基數性和離散性)
定義參數，則指定 CHUNKED 或 3 將很可能在最廣泛的各種情況下獲得最佳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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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VP.PROMPT.RECONCILIATION.CHUNKSIZE 可讓您指定塊大小。此設定在您使用 CHUNKED
GROUPED 和 CHUNKED 時適用。預設塊大小為 5。
報表伺服器進階性質和 Report Studio 查詢提示將協同工作，以提供最佳效能。
您可以使用下表中所顯示的設定配置 RSVP.PROMPT.RECONCILIATION。

設定

名稱

目的

0

完成

一次傳送所有查詢。這是調和的最慢、最準確的形式。
這是預設設定。

1

GROUPED

按優先順序群組傳送查詢。此設定最適合包含多個未篩選查詢和少數幾個已篩選查詢
的報表。它提供了中等速度和高調和精確度。

2

CHUNKED
GROUPED

按優先順序群組傳送查詢 (使每個請求對應最多數目的查詢)。這些查詢並不跨群組。
此設定最適合包含使用相似篩選器表示式的多個查詢的報表。它提供了最大速度和低
調和精確度。

3

CHUNKED

按優先順序群組傳送查詢 (使每個請求對應最多數目的查詢)。這些查詢可以跨群組。

您必須具有必要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第245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
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下 [(全部)]。
5. 按一下報表或批次報表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按一下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編輯]。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名稱。
10. 在 [值] 欄中，鍵入要使用的設定。
11. 按一下 [確定]。
12.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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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從數字搜尋關鍵字到查詢中字串的轉換
如果資料來源未將數字資料項目轉換為字串，則會發生錯誤。第一次轉譯搜尋提示時，搜尋提示
將與未執行的查詢相關聯。鍵入搜尋字串可篩選查詢，結果將顯示在清單方塊中。因為大多數資
料來源會將資料項目轉換為字串 (varchar) 且篩選器有效，所以報表伺服器不會檢查已篩選查詢項
目的資料類型。但是，有些資料來源 (例如 Teradata) 不會進行轉化，從而導致出現錯誤。
當 Report Studio 或 Query Studio 報表執行時，將出現相關聯的錯誤訊息：
RQP-DEF-0177 執行作業「sqlPrepareWithOptions」(狀態為「-69」) 時出錯 UDA-SQL-0043 基礎資料
庫在處理 SQL 請求期間偵測到錯誤。[NCR][ODBC Teradata Driver][Teradata Database] 部分字元串相
符需要字元運算元

未轉換的資料項目範例
[data item] starts with '20'
[data item] contains '123'

或布林組合：
[data item] starts with '2' AND [data item] contains '009' OR [data item] contains '119'

具有 Lower 函數的未轉換資料項目範例
如果搜尋不區分大小寫，則這些表示式將包含 Lower 函數，這在搜尋字串資料項目而非數字時會
更有意義：
lower([data item]) starts with lower('20')
lower([data item]) contains ('123')lower
([data item]) starts with lower('2') AND lower([data item]) contains lower('009') OR lower([data
item]) contains lower('119')

轉換為字串的資料項目範例
cast([data item], varchar(128)) starts with '20'
cast([data item], varchar(128)) contains '123'
cast([data item], varchar(128)) starts with '2' AND cast([data item], varchar(128)) contains
'009' OR cast([data item], varchar(128)) contains '119'

可以使用 RSVP.PROMPT.CASTNUMERICSEARCHKEYTOSTRING 設定將數字資料項目轉換為字串
(varchar) 格式。該設定的預設值為 False (無轉換)。要啟用轉換，請將其設定為 True。
您必須具有必要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第245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依次按一下 [服務]、[報
表]。
5. 按一下 [動作] 功能表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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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按一下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編輯]。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 RSVP.PROMPT.CASTNUMERICSEARCHKEYTOSTRING。
10. 在 [值] 欄中，鍵入要使用的設定。
11. 按一下 [確定]。
12.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13. 對批次報表系統 ([批次報表]) 重複步驟 4 到步驟 12。

關閉工作階段快取
在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 和 IBM® Cognos® Viewer 中，當啟用工作階段快取時，將在工作階段
持續時間內快取資料庫的先前請求的結果。若要提高效能，對於後續查詢，IBM Cognos 軟體會使
用快取結果執行某些動作，而不是存取資料庫。這適用於可以使用相同結果或者新結果是快取結
果子集的情況。您可以在伺服器層級、套件層級或報表層級啟用工作階段快取。
由於可能會影響效能，在以下情況下，您可能要在伺服器層級保持工作階段快取為關閉狀態：
●

使用者希望獲得直接來自於資料庫的每個查詢的最新結果，例如在過渡期間新增到資料庫的
新記錄

●

您要限制工作階段期間存取快取的次數

由於大量的資源消耗 (例如，正在使用快速寄發功能的報表)，您可能還要為各個報表保持工作階
段快取為關閉狀態。
您還可以在 Report Studio 中為報表中的特定查詢啟用和關閉工作階段快取 (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以及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為模型啟用和關閉工作階段快取 (請參
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依預設，將對新模型和報表啟用工作階段快取。既有套件和報表會保留既有工作階段快取設定。

在伺服器層級執行關閉的步驟
1. 將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CQEConfig.xml.sample 檔案複製到 c10_location/bin 並將其重新命名
為 CQEConfig.xml。
2. 在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bin/CQEConfig.xml。
3. 請確保您的編輯器支援以 UTF-8 格式儲存檔案。
4. 尋找 queryReuse 參數並將值變更為 0。
5. 儲存 CQEConfig.xml 檔案。
6.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停止 IBM Cognos 軟體然後再重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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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停止 IBM Cognos 軟體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在套件層級或報表層級執行關閉的步驟
1. 將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CQEConfig.xml.sample 檔案複製到 c10_location/bin 並將其重新命名
為 CQEConfig.xml。
2. 在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bin/CQEConfig.xml。
3. 請確保您的編輯器支援以 UTF-8 格式儲存檔案。
4. 尋找 queryReuse 參數並將其移除。
5. 儲存 CQEConfig.xml 檔案。
6.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停止 IBM Cognos 軟體然後再重新啟動。
如需有關停止 IBM Cognos 軟體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如需有關在套件層級上關閉工作階段快取的資訊，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如需
有關在報表層級上關閉工作階段快取的資訊，請參閱《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降低小數精確度
交叉資料表報表中的值最多支援 18 位數 (不包括小數點)。小數精確度可確定為表示數字的小數部
分而保留的位數。保留的其餘位數以表示數字的整數部分。依預設，小數精確度設定為 7 位，從
而將整數長度限制為 11 位。
如果您要保留超過 11 位的整數來表示數字的整數部分，則必須降低小數精確度。例如，您可以將
小數精確度設為 2，從而使數字的整數部分可保留高達 16 位數。

步驟
1. 在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中，找到 qfs_config.xml 檔案。
2. 複製 qfs_config.xml 檔案，然後將複製的檔案重新命名為 qfs_config.xml.backup。
3. 開啟原始的 qfs_config.xml 檔案，尋找以下代碼行：
<provider name="CubeBuildProvider"libraryName="qfsCubeBuildProvider" serviceProvider="true">
<providerDetails>

4. 對於 providerDetails 元素，新增以下行：
<scaleOfFloatDouble value="n"/>

其中「n」表示您要指定的小數精確度值。
預設值為 7。
5. 儲存 qfs_config.xml 檔案。
6.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儲存的報表輸出
依預設，報表輸出檔案儲存在 Content Store 中。您還可以選擇以下方法來儲存報表輸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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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 Cognos® 軟體外的位置
您可以與外部應用程式或沒有 IBM Cognos 軟體的人員共用儲存在此位置的報表輸出檔案 (第164
頁)。大多數報表輸出檔案均按此方式儲存。

●

IBM Cognos 軟體內的其他位置
儲存在此位置的報表輸出檔案可在 IBM Cognos 軟體中重複使用 (第164頁)。如果是出於歸檔目
的，這可能會非常有用，由於在 Content Store 中儲存的檔案可能會因保留規則而被定期刪除。

還將儲存副檔名為 _descr 的說明符號檔案。儲存的檔案不受 IBM Cognos 軟體管理。

設定檔案位置，以在 IBM Cognos 軟體外部儲存報表輸出的副本
您可以指定在 IBM® Cognos® 軟體外部的檔案系統中儲存報表輸出的其他副本。例如，使用者可能
希望與外部應用程式 (例如網站) 共享某報表，並在每次更新該報表時將該報表儲存在外部應用程
式中，以便目前內容始終可用。使用者可能還要為了無權存取 IBM Cognos 軟體的人員而將報表儲
存在局部網中。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如果使用者選取 [儲存至檔案系統] 作為報表傳送方法 (第379頁)，則
在執行報表或排程報表時，在每次執行報表時檔案將儲存指定的位置。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存在兩個必須先進行設定的相關性質：一個性質使檔案輸出儲存至檔
案系統，另一個性質可以指定儲存檔案的根目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和配置指南》。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4.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定義檔案系統位置] 按鈕

。

5. 按一下 [新增]。
6. 鍵入名稱、說明和畫面提示。
7. 在 [檔案系統位置] 方塊中，鍵入想要儲存報表輸出檔案的位置。
您鍵入的位置將附加 [檔案系統根目錄位置] 中。
8. 按一下 [完成]。

設定檔案位置，以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儲存報表輸出的副本
依預設，報表輸出檔案儲存在 Content Store 中。對於單一檔案報表輸出，您還可以將輸出副本儲
存在 IBM® Cognos® 軟體中的檔案位置，以便您可以重複使用它。如果是出於歸檔目的，這可能也
非常有用，由於在 Content Store 中儲存的檔案可能會因保留規則而被定期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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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儲存為以下格式：PDF、.csv、XML、Microsoft® Excel 2002 試算表軟體和不包含嵌入圖形的
HTML。您無法儲存 HTML 片段、XMTML 或者 Excel 2000 或 2007 單一表單格式。
檔案位置適用於源自所選 Content Manager 服務的已儲存輸出。
如果使用者選取 [儲存至檔案系統] 作為報表傳送方法(第379頁)，則當他們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報表或排程報表時，在每次執行報表時均會將檔案儲存在指定的位置中。
使用以下參數設定檔案位置。
●

CM.OutputLocation
指定您要儲存報表輸出檔案副本的位置。
儲存新報表版本時不會刪除舊報表版本。您必須管理輸出目錄的內容，以保持所需的報表版
本。

●

CM.OutputScript
指定在將報表輸出儲存至目標目錄之後執行的 Shell 指令碼 (例如 .bat 或 .sh 檔案) 的位置和名
稱。輸出檔案和說明符號的完整檔名將傳遞給該指令碼。

●

CM.OutputByBurstKey
透過快速寄發分發報表輸出時，將為報表輸出分配通用鍵。指定是否將輸出儲存在與通用鍵
具有相同名稱的子目錄中。
預設：False (不透過通用鍵儲存輸出)。

報表輸出說明符號檔案
將報表輸出檔案儲存到 IBM Cognos 軟體中的檔案系統時，還將建立報表輸出說明符號檔案。說明
符號檔案是一種 XML 檔案，包含有關報表輸出的資訊，例如名稱、區域設置、建立時間、所有人
使用者名稱和驗證名稱環境、相關的報表搜尋路徑、通用鍵資訊和報表版本聯絡人。
說明符號檔案採用的名稱與輸出檔案的名稱相同，並新增了尾碼 _descr。例如，名為 158_
1075940415360.pdf 的已儲存 PDF 報表具有名為 158_1075940415360_desc.xml 的說明符號檔案。

後處理指令碼
您還可以指定指令碼，以便可以在每次將報表輸出複製到檔案系統時執行後處理指令。例如，如
果您的報表輸出檔案最終儲存在歸檔系統中，則可以使用指令碼執行此動作。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Content Manager]。
5. 按一下 [Content Manager 服務] 旁邊的箭頭以顯示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按一下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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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名稱。
例如，鍵入 [CM.OutPutLocation]。
10. 在 [值] 欄中，鍵入設定的相關值。
11. 根據需要繼續鍵入設定名稱和值。
12. 按一下 [確定]。
13.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使用系統範圍的設定啟用可存取報表輸出
可存取報表包含諸如替用文字等功能，使殘障使用者可以使用輔助技術 (例如螢幕讀取器) 存取報
表內容。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可以指定適用於所有項目 (包括報表、工作和已排
程項目) 的針對易存取報表輸出的系統範圍設定。
使用者偏好設定和報表性質中的協助工具設定可以覆寫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的系統範圍設
定。如需有關在使用者偏好設定或報表性質中啟用協助工具支援的資訊，請參閱"啟用可存取報表
輸出"(第380頁)。
可存取報表需要進行更多報表處理，並且其檔案大小比不可存取的報表大。因此，可存取報表會
對效能帶來負面影響。依預設，將關閉對可存取報表輸出的支援。
易存取報表輸出可採用以下格式：PDF、HTML 和 Microsoft® Excel 2007 試算表軟體。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4. 從頁面右上角的工具列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於 [類別] 下按一下 [管理員覆蓋]。
7. 對於 [管理員覆蓋] 類別，在 [針對報表的協助工具支援] 的旁邊，於 [值] 欄中按一下 [編輯]。
8. 在 [針對報表的協助工具支援] 頁面中，選取以下選項之一：

選項

說明

關閉

拒絕可存取報表輸出。

強制使用

總是建立可存取報表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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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允許使用者決 由使用者指定可存取報表輸出。如果您將此選項設定為 [未選取]，則不會自動建立易存取報表輸
定
出。這是預設設定。如果您將此選項設定為 [已選取]，則會依預設建立易存取報表輸出。

配置譜系解決方案
譜系提供有關報表中資料的明細，例如資料來源和計算表示式。您可以在 IBM® Cognos® Viewer、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 和 Analysis Studio 中存取譜系資訊。
您可以配置預設的 IBM Cognos 軟體譜系解決方案、IBM InfoSphere™ Metadata Workbench 譜系工具
或者自訂譜系解決方案。若要使用預設解決方案或 IBM InfoSphere Metadata Workbench，請確保將
[環境] 類別的 [中繼資料資訊服務 URI] 參數值配置為本部分的步驟中指定值。
若要執行自訂譜系解決方案，您必須
●

建立可翻譯 IBM Cognos 軟體譜系請求參數並呼叫自訂譜系解決方案的 Web 介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中有關整合自訂譜系解決
方案的部分。

●

將 [環境] 類別的 [中繼資料資訊服務 URI] 參數的值變更為您的譜系伺服器的 URL。

要啟用譜系，請確保已啟用 [譜系] 功能。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和"物
件功能"(第255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3. 按一下 [系統] 旁邊的箭頭以顯示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4.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5. 對於 [環境] 類別的 [中繼資料資訊服務 URI]，請鍵入以下值之一。
●

如果您要配置預設 IBM Cognos 軟體譜系解決方案，請鍵入 /lineageUIService。
如果已指定此值，請在頁面底部按一下 [取消]。您無需變更任何內容。

●

如果您要將 IBM InfoSphere Metadata Workbench 配置為您的譜系解決方案，請鍵入
/lineageUIService?iis=http://workbench_伺服器_名稱:9080/workbench/autoLoad.do
其中 http://workbench_server_name:9080/workbench/autoLoad.do 是可在網路上存取 IBM InfoSphere
Metadata Workbench 的 URL。
workbench_server_name 表示將安裝 IBM InfoSphere Metadata Workbench 的伺服器之名稱。
●

要利用 Cognos 譜系和 InfoSphere Metadata Workbench 譜系的組合，還要配置另外一個
參數。將「launchPoint」參數設定為值「indirect」，表示應將 Cognos 譜系用於 Cognos
層級的譜系 (即，報表和模型層級資訊)，並且 Metadata Workbench 可用於瀏覽資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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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譜系。在 Cognos Lineage Viewer 中按一下資料來源物件將呼叫 IBM InfoSphere Metadata
Workbench，以深入瀏覽資料來源層級的譜系資訊。
/lineageUIService?iis="Metadata WorkbenchURL"&launchPoint=indirect
範例：/lineageUIService?iis=http://workbench_server_name:9080/workbench/autoLoad.
do&launchPoint=indirect
workbench_server_name 表示將安裝 IBM InfoSphere Metadata Workbench 的伺服器之名
稱。
●

如果您要配置自訂譜系解決方案，請使用表示譜系 Web 介面的 URI 來取代既有值。
例如，鍵入 http://mycompany.com/ourLineageService.cgi

6. 按一下 [確定]。

配置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 URI
如果您的組織使用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則您也可以從 IBM Cognos Viewer 以及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 和 Analysis Studio 中的中繼資料樹狀目錄存取 IBM Cognos® 軟體中的詞彙 (第374
頁)。
若要存取 IBM Business Glossary，您必須指定該 Glossary 網頁的 URI。依預設，IBM Cognos 軟體中
的詞彙搜尋結果會傳回包含搜尋中所指定關鍵字的所有術語。
若要存取詞彙，使用者必須具有 詞彙 功能的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和"物件功能"(第255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3. 按一下 [系統] 旁邊的箭頭以顯示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4.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5. 對於 [環境] 類別，[IBM Business Glossary URI]，鍵入下列 URI：
http://server_name:port_number/bg/popup/popupSearch.do
例如，鍵入
http://myserver:9080/bg/popup/popupSearch.do
會傳回包含搜尋中所指定關鍵字的所有字詞。
6. 按一下 [確定]。

配置協同作業探索 URI
您可以配置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和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以使用 IBM Lotus®
Connections 來協同制定決策。透過與 Lotus Connections 整合，讓業務使用者能夠在建立或檢視報

168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7：伺服器管理
表、執行分析或者監控儀表板的同時進行協同作業。使用者可以從 Business Insight 內存取 Lotus
Connections 活動，並且可以從 IBM Cognos BI 和 Business Insight 內存取 Lotus Connections 首頁。
協同作業探索 URI 指定要用作協同作業提供程式的 Lotus Connections 伺服器。指定 URI 後，會按
如下所示，將與協同作業相關的支援新增至 IBM Cognos BI：
●

在 Cognos Connection 歡迎頁面中新增了一個連結。如果使用者可以存取 Lotus Connections 首
頁，該連結將被命名為 [存取我的社交網路]，它會將使用者連結到首頁。如果使用者可以存
取 Lotus Connection 活動，但無法存取首頁，則該連結將被命名為 [我的作業]，它會將使用者
連結到活動頁面。

●

將 Lotus Connections 首頁的連結新增到了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 [啟動] 功能表中

●

將 Lotus Connections 首頁的連結新增至 Business Insight 中的 [動作] 功能表

●

將 [協同作業] 功能表按鈕新增至 Business Insight 中的儀表板應用程式列上。這將允許使用者
在 Lotus Connections 中建立或檢視儀表板活動。

若要存取 Lotus Connections 首頁和活動頁面，管理員必須啟用 [協同作業] 功能。 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以檢視 Dispatcher 的清單。
4. 從頁面右上角的工具列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對於 [環境] 類別 [協同作業探索 URI]，請按如下所示指定 URI：
http://server_name:port_number/activities/serviceconfigs。
例如，http://server_name:9080/activities/serviceconfigs
其中，server_name 表示在其中安裝 IBM Lotus Connections 的伺服器名稱。
7. 按一下 [確定]。

啟用工作、SMTP 和任務佇列計量資料
依預設，僅啟用工作、任務和 SMTP 佇列計量資料的佇列長度計量資料。以下計量資料對於每個
佇列計量資料也可用，但是除非您啟用它們，否則它們將被設定為零並且不會顯示在使用者介面
中：
●

高浮水印佇列時間

●

低浮水印佇列時間

●

佇列時間

●

佇列請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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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浮水印佇列長度

●

低浮水印佇列長度

如需有關這些計量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系統效能計量資料"(第103頁)。請注意啟用這些設定
可能會影響效能。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按一下 [系統] 旁邊的箭頭以顯示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7. 如果顯示該連結，則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否則，繼續執行下一步。
8. 在 [參數] 欄中，鍵入以下設定：enable.tide.metrics.smtpqueue、enable.tide.metrics.jobqueue 和 enable.
tide.metrics.taskqueue。
9. 在每個參數的旁邊，於 [值] 欄中鍵入 True 以啟用計量資料。
10. 按一下 [確定]。
11. 在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classes/iManage-metadata.xml 檔案。
請確保您的編輯器支援以 UTF-8 格式儲存檔案。
對於分佈式安裝，必須編輯每台電腦上的 iManage-metadata.xml 檔案；否則，起初會顯示全局
計量資料，但離開該頁面後則不會持續顯示。
12. 取消以 <!-- These metrics have been explicitly disabled. Please consult documentation on
how to enable them. --> 開頭的部分的註釋
13. 儲存該檔案。
14.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停止 IBM Cognos 軟體然後再重新啟動。
如需有關停止 IBM Cognos 軟體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設定已完成的人力任務和註解 (附註) 的生命週期
您可以設定已完成的註解和人力任務的生命週期。生命週期為刪除相關項目後的時間長度。例如，
如果註解的生命週期設定為 60 天，則會在刪除相關報表之後 60 天刪除註解。如果人力任務的生
命週期設定為 120 天，則可能會在所有連結的報表或儀表板被刪除的 120 天之後刪除人力任務。
已完成的人力任務的預設生命週期是 90 天，而已完成的註解的預設生命週期是 18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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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人力工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人力任務"(第407頁)。如需有關註解 (附註) 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IBM® Cognos® Dashboard User Guide》。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服務]。
5. 按一下 [人力工作服務] 或 [註解服務]。
6. 按一下服務旁邊的箭頭以顯示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7.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8. 對於註解，找到設定 [已完成註解使用期限]。對於 [人力工作服務]，找到設定 [已完成人力工
作使用期限]。以天數或月數設定生命週期，然後按一下 [確定]。
已完成的註解或人力任務會在您指定的天數過後被刪除。

變更逐層分析篩選行為
如果希望逐層分析使用成員商務鍵而非成員說明產生篩選器，您可以變更動態逐層分析篩選行為。
使用參數 RSVP.DRILL.DynamicFilterUsesBusinessKey。
將該參數設定為 0 可使用成員說明。將其設定為 1 可使用商務鍵。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報表] 或 [批次報表]。
5. 在 [報表服務] 或 [批次報表服務] 旁邊，按一下 [動作] 功能表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按一下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編輯]。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 RSVP.DRILL.DynamicFilterUsesBusinessKey。
10. 在 [值] 欄中，鍵入設定的相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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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一下 [確定]。
12.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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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BM® Cognos® 軟體塑型工具 Framework Manager 中建立模型，以及從 IBM Cognos 軟體執行報表
或分析，都需要資料來源。
IBM Cognos 軟體支援以下類型的資料來源：
●

DB2

●

IBM Cognos Cube

●

Oracle Essbase

●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服務

●

Informix

●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

Microsoft SQL Server

●

ODBC 連線

●

Oracle

●

SAP BW

●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

TM1

●

XML

資料來源可以定義到資料庫的實體連線。 資料來源連線 (第196頁) 可指定連線至資料庫所需的參
數，例如資料庫的位置和逾時持續時間。 連線可以包括憑證資訊和登入 (第201頁)。 您還可以將新
連線新增至資料來源並修改既有連線 (第199頁)。
您可以在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建立和公佈的套件中透過組合資料來源連結及其他元素使多個資
料來源連結可用。如需特定於您使用的資料來源的相關資訊，請參閱本章中的相關部分。如需有
關建立套件的說明，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您還可以在 IBM Cognos 軟體中為
某些資料來源建立和編輯套件。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套件"(第349頁)。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安全性來保護資料來源。 IBM Cognos 軟體還遵守資料來源內定義的所有
安全性 (第213頁)。
您可以透過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第327頁) 將資料來源從一個環境移動到另一個環境。

動態查詢模式
動態查詢模式使用 Java/XMLA 連線提供到資料來源的通訊。
對於 OLAP 資料來源，Java/XMLA 連線透過提供自訂和增強的 MDX 來最佳化對特定來源和您的
OLAP 技術版本的存取，並且它會利用 OLAP 資料來源的優勢。
您可將動態查詢模式與以下 OLAP 資料來源配合使用：
●

Oracle ESSBASE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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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 Business Information Warehouse (SAP BW)

●

TM1®

如需有關動態查詢模式所支援資料來源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動態查詢
指南》。

DB2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支援 DB2® 資料來源。DB2 連線類型可用於連線到 DB2
Linux®/UNIX®/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Db2 zOS 和 DB2 i5OS。

DB2 連線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DB2 資料 輸入配置 DB2 客戶端時所使用的 DB2 資料庫名稱 (別名)。
庫名稱
DB2 連線 可選。輸入 DB2 或 ODBC 供應商可以接受的名稱/名稱值對。
字串
對照順序 輸入要包括在資料庫連線字串中的對照順序。
僅在少數情況 (IBM Cognos BI 和資料庫之間可能存在排序差異) 下才需要使用對照順序。建議您在使
用對照順序之前聯絡客戶支援部門。
異步開啟 未使用。
信任的內 選取此核選方塊可允許 IBM Cognos BI 嘗試對已適當配置的 DB2 伺服器進行受信任的連線。如需詳細
容
資訊，請參閱 DBA/DB2 文件。
如果您對不支援此功能的客戶端或伺服器選取此核選方塊，則可能會取得連線錯誤或報表執行錯誤。
逾時

指定希望資料庫在逾時之前進行連線或等待答覆的時間 (以秒為單位)。有效輸入為零到 32,767。若要
不限制資料庫的等待時間，請輸入零 (這是預設)。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如果不需要任何驗證，請按一下 [無驗證]。
如果需要驗證，請按一下 [登入]。
如果連線字串中需要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使用者 ID] 核選方塊。
如果需要密碼，請選取 [密碼] 核選方塊，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若要建立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按一下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入]。
輸入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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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gnos Cube
可以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用作資料來源的 IBM® Cognos® Cube 包括
●

IBM Cognos Finance

●

IBM Cognos Now! - Real-time Monitoring Cube

●

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

●

IBM Cognos Planning - Series 7

●

IBM Cognos PowerCube

如果在建立到 Cognos Cube 的資料來源連結時遇到問題，請參閱本文件的〈疑難排解〉一節。
如需有關在 IBM Cognos 環境中整合 IBM Cognos Finance 多維度 Cube 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Finance User Guide》。如需有關連線至 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 未公佈 (即時) 資料的資訊，
請參閱《IBM Cognos Planning Installation Guide》。如需有關 Real-time Monitoring 的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Real-time Monitoring Dashboard User Guide》。

IBM Cognos Finance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支援將 IBM Cognos Finance 作為資料來源。
透過建立至即時 Cognos Finance 資料的連線，您可以提供 IBM Cognos PowerCube 資料來源連結。
建立套件時，將選取特定的 IBM Cognos Finance 提交。這不會將提報限制為此單獨提交。IBM Cognos
Finance 提交在每個提交內可以具有不同的階層架構。選取提交將指定層架構的提報視圖，並且不
影響在 IBM Cognos Finance 內計算資料的方式。

IBM Cognos Finance 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伺服器名稱

輸入 IBM Cognos Finance 伺服器的名稱。

埠號

輸入 IBM Cognos Finance 伺服器的埠號。使用 IBM Cognos Finance 伺服器配置頁面上指定的埠
號。 預設為 8800。

登入

選取要用於驗證的名稱環境。

IBM Cognos Now! - Real-time Monitoring Cube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支援將 IBM Cognos Now! - IBM Real-Time Monitoring Cube 作為資
料來源。Cube 和視圖物件均受支援。對於 Cube，請使用以下列出的參數。對於視圖，您可以從參
考與下載內，從 Cognos Real-time Monitoring Appliance 下載 ODBC 驅動程式。請按照 ODBC 驅動程
式隨附的說明來設定 IBM Cognos 環境。

IBM Cognos Now - Real-time Monitoring Cube 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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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伺服器名稱

輸入伺服器的名稱。

埠號

輸入 80 作為埠號。

IBM Cognos Now! - Real-time Monitoring Cube 連線字串：

輸入 /cognos/now/RelXMLAProvider.jsp

IBM Cognos Planning Contributor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支援將 IBM Cognos Planning Contributor 作為資料來源。您可以使
用 IBM Cognos BI 對即時 Contributor 資料進行報告和分析。您可以透過以下方式之一來建立 IBM
Cognos Contributor 套件：
●

使用 Contributor 管理主控台，您可以建立包含應用程式中所有 Cube 的套件。使用者在工作室
中開啟套件時，會顯示應用程式中所有 Cube 的中繼資料，使用者可以從多個 Cube 中進行選
擇以建立報表。不過，使用者可能會冒不慎建立嘗試使用多個 Cube 中的值的查詢，從而導致
報表中沒有任何資料的風險。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
Administration Guide》。

●

使用 Framework Manager，您可以定要在套件中展現的 Cube 數目。依預設，您在每個套件中展
現一個 Cube。不過，這可能會導致 Cognos Connection 中存在大量套件，將很難管理。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 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外部名稱環境

選取外部名稱環境。

IBM Cognos Planning - Series 7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支援將 IBM Cognos Planning - Series 7 作為資料來源。

IBM Cognos Planning - Series 7 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伺服器名稱

輸入伺服器的名稱。

Planning 管理網域 (PAD ID) 如果使用 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 版本 7.3 建立 Cube，則表示 Planning 管理
網域 (PAD ID)。
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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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外部名稱環境

選取用於驗證的外部名稱環境。

IBM Cognos PowerCubes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支援 Transformer 7.3 及更高版本產生的 PowerCube。
透過建立套件並從 Transformer 或 Framework Manager 中發佈套件，可以使 PowerCube 可用於最終使
用者。您還可以在 IBM Cognos BI 中建立 PowerCube 套件 (請參閱"套件"(第349頁))。您可以在發佈
Cube 時於 Transformer 或 Framework Manager 中建立至 PowerCube 的資料來源連結，也可以在發佈
Cube 後於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建立至 PowerCube 的資料來源連結。
使用 Transformer 可以在 Linux® 作業系統和 HPUX Itanium 環境中建立 PowerCube。您可以將 IBM
Cognos 安全性與這些類型的 Cube 配合使用，但不能將 Series 7 安全性與其配合使用。但是，如果
Cognos Content Store 在與 Series 7 相容的伺服器上執行，則可以將安全的 Series 7 PowerCubes 部署
到在 IBM Cognos 環境中作為 Report Server 執行的 Linux 和 HPUX Itanium 電腦。
如果使用 Impromptu® 查詢定義 (.iqd) 檔案作為資料來源，將無法在 Linux 或 HPUX Itanium 上建置
Cube，因為這些平台不支援 Series7 IQD Bridge。
建立至 PowerCube 的連線後，您可以：
●

建立 PowerCube 的套件 (第351頁)

●

部署更新的 PowerCubes (第199頁)

如需有關 PowerCubes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Transformer User Guide》。

保護 PowerCubes
可以使用 IBM Cognos 安全性名稱環境保護 IBM Cognos 軟體支援的 PowerCubes。安全性可以套用
於整個 Cube 或套用於其自訂視圖。在存取針對某個 IBM Cognos 名稱環境受到保護的 Cube 之前，
必須先登入到適用的名稱環境。
在生產環境中，IBM Cognos 軟體僅支援針對單個名稱環境受到保護的 PowerCubes。因此，當您部
署 PowerCubes 以在生產環境中使用時，必須選取登入選項 [將 PowerCube 驗證限制為單一名稱環
境]。
附註：除了使用 IBM Cognos 安全性之外，您還可以將密碼保護新增到 PowerCube 或決定不使用安
全性。

建議 - 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使用 PowerCubes
以下是有關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使用 PowerCubes 的一些建議：
●

對 Series 7 PowerCubes 到 IBM Cognos BI 10.1 版本的移轉進行測試時，您可以選取登入選項以
使用 [所有適用的名稱環境] 進行驗證。
該選項僅用於 Transformer 模型中名稱環境的移轉。它不會變更生產環境中不支援多個名稱環
境的現實。

●

將 Series 7 PowerCubes 用作資料來源時，我們建議您對它們進行最佳化以用於 IBM Cognos BI。
最佳化的 PowerCubes 可以在執行時提供更快速的資料擷取。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軟體提供
的名為 pcoptimizer 的指令行公用程式最佳化 PowerCu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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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最佳化 PowerCubes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本指南的〈疑難排解〉一節。
●

將 PowerCube 公佈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包含自訂視圖的 Cube 時，必須使用有效使用者
ID 和密碼在 IBM Cognos 軟體中進行驗證。
該情況不支援匿名存取。

PowerCube 連線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讀取快取 該參數的預設值為 80 MB。您可以根據最佳查詢效能的要求，將此參數設定為介於 1 MB 和 1 GB 之間
大小
的值。
最佳讀取快取大小可能大於或小於預設值 80 MB。這是可能出現的情況，因為使用的 PowerCubes 在類
型和查詢特徵方面有很大不同。
請注意，讀取快取大小對開啟 Cube 所需的初始時間沒有影響。
查詢效能或處理時間的典型變化曲線遵照以下樣式：效能隨讀取快取大小的增加而上升，然後在最佳
設定範圍外趨於平穩。
若要確定最佳設定，建議您將預設降低 10 MB (或 5 MB，或 1 MB，視所需微調的層級而定)，然後根據
產生的查詢效能結果來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減少或增加。
最佳讀取快取大小將隨著生產環境中 Cube 的增加和變更而變更。 因此，使用者的查詢效能樣式或 Power
Cube 特徵發生變更時，您應該審閱最佳讀取快取大小。
位置

如果所有 Report Server 都安裝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電腦上，請指定 [Windows 位置]。如果所
有 Report Server 都安裝在 UNIX® 作業系統電腦上，請指定 [Unix 或 Linux 位置]。
鍵入 Cube 的完整路徑和檔名。例如，對於本端 Cube，請鍵入 C:\cubes\sales_and_marketing.mdc。對於網
路 Cube，請鍵入 \\servername\cubes\sales_and_marketing.mdc
針對位於 UNIX 電腦上的 Cube，指定正確的 UNIX 位置，並且在 Windows 位置中輸入任意字元，因為
Windows 位置不得為空。
如果 Windows 和 UNIX 電腦上都安裝了 Report Server，並且您希望執行請求的 Report Server 存取這兩種
環境下的 PowerCube，請指定 Windows 和 UNIX 位置。若要確保傳回相同的資料，而無論 Report Server
在哪種環境下存取 Cube，則必須在兩個位置中均儲存相同的 Cube 檔案。

178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8：資料來源與連線

參數

說明

登入

如果要使用 IBM Cognos 安全性，請按一下 [將 PowerCube 驗證限制為單一名稱環境]，然後從清單中選
取名稱環境。
如果要連線到受密碼保護的 PowerCube，請按一下 [Cube 密碼]，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鍵
入密碼。
僅當要在部署或測試環境中將 Series 7 PowerCubes 移轉到 IBM Cognos BI 時，才可選取 [所有適用的名
稱環境 (包括未保護的 PowerCubes)]。此設定也可用於生產環境中未保護的 PowerCubes。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 PowerCubes"(第177頁)。
如果需要 Cube 密碼，請按一下 [Cube 密碼]，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若要建立
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按一下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入]。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Oracle Essbase 資料來源
如果資料來源使用情形維度 (第180頁)、平衡階層架構 (第180頁) 或測量 (第180頁)，則在連線至 Oracle
Essbase 資料來源之前，必須執行一些配置。

驗證
使用 LDAP 名稱環境配置 Oracle Essbase System 9 資料來源後，將支援單一登入。用於登入到 LDAP
名稱環境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將自動連線到該資料來源。如需有關配置 LDAP 名稱環境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IBM Cognos 安裝和配置指南》。

連線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伺服器名 輸入資料庫所在的伺服器的名稱。對於 UNIX® 作業系統，這可以是伺服器的 TCP/IP 位址。
稱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如果不需要任何驗證，請按一下 [無驗證]。
對於 Essbase Server System 9 和 IBM Cognos 8.4，如果為 LDAP 名稱環境配置了 Essbase 伺服器，則支援
單一登入。
●

選取 [外部名稱環境] 並從清單中選取 [LDAP]。

●

用於登入到 LDAP 名稱環境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將自動連線到該資料來源。

如果連線字串中需要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按一下 [登入]。
●

如果需要密碼，請選取 [密碼] 核選方塊，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

若要建立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按一下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
入]。輸入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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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情形維度
如果要連線到 Oracle Essbase® 資料來源並且它包含情形維度，則您必須手動配置情形維度，以便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可以識別。否則，IBM Cognos BI 會將情形維度視為一般維度。

步驟
●

在 Oracle Essbase 中，為情形維度指定一個名為 COGNOS_SCENARIO_DIMENSION 的使用者定
義的屬性 (UDA)。

指定平衡階層架構
Oracle Essbase 提供程式無法確定階層架構是否平衡。依預設，它會將所有階層架構視為非平衡。
在平衡階層架構中，每個路徑都會下降到相同的深度，而不平衡階層架構中的分支則會下降到不
同的層級。

步驟
1. 在 Hyperion Solutions Essbase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工具中，在 Essbase 資料庫概要中建立名為
COGNOS_HIERARCHY_BALANCED 的專用的使用者定義的屬性 (UDA)。UDA 是為包含平衡
階層架構的相應維度的根成員建立的。
2. 將屬性設定為 1。

指定測量格式
為了提高所報告值的可讀性，您可以為任何測量都指定一個可選的格式字串。為 [帳戶] 維度中的
相應成員定義 UDA：
COGNOS_FORMAT=format_string

Format_string 值可以為下表中所列示的預先定義數字格式的任意一種。您可以使用預設數字格式將
值顯示為百萬 (M) 或千 (K)。例如，1,801,791 可以顯示為 1.8M 或 1,801.8K。
預先定義的格式字串如下所示：

格式選項

範例值

範例

一般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100000000%

%0

1000000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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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選項

範例值

範例

0E+000

1000000

1E+006

0K

1000000

1,000K

#,##0K

1000000

1,000
K

K0

1000000

K1000

K#,##0

1000000

K1,000

$0K

1000000

$1000K

$#,##0K

1000000

$1,000K

0M

1000000000

1000M

#,##0M

1000000000

1,000M

M0

1000000000

M1000

M#,##0

1000000000

M1,000

$0M

1000000000

$1000M

$#,##0M

1000000000

$1,000M

除一般格式字串以外，您還可以使用 format_string ~n (其中 n 表示小數位數) 預設要顯示的小數位
數。例如，使用格式字串 $#,##0~2 可以將 1,801,791 顯示為 $1,801,791.00。如果不需要任何小數位
數，可使格式字串以 ~0 結尾。
如果客戶端應用程式使用不同的區域設置，您必須將 COGNOS_FORMAT UDA 的 format_string 值
中的貨幣 ($)、千 (,) 和小數 (.) 符號取代為對客戶端應用程式有效的相應區域設置符號。
如果未指定要顯示的小數位數，或者如果格式字串與其中一個預先定義的值 (包括區域設置符號)
不相符，則依預設會使用一般格式字串。
您可以為每個測量套用不同的格式。下面說明了一些如何將不同格式套用於不同測量的範例：

測量

套用的格式

測量 (帳戶維度)

COGNOS_FORMAT=#,##0

單位

COGNOS_FORMAT=#,##K

成本

COGNOS_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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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

套用的格式

利潤

COGNOS_FORMAT=0%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服務
IBM® Cognos® 軟體支援對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9.5.2 或更高版本中的 Cubing 服務技術的存
取。Cubing 服務伺服器上不必安裝任何 IBM Cognos 元件。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服務連線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伺服器 URL

輸入伺服器的 URL，格式為 http://<主機名稱>:<Cube 伺服器 xmla 連接埠>/IBMXmlAnalysis/ 或 https:
//<主機名稱>:<Cube 伺服器 xmla 連接埠>/IBMXmlAnalysis/。
例如，<主機名稱>:<Cube 伺服器 xmla 連接埠> 為 wottcub1:80。

開啟 SSL 連
線

若要使用安全通訊端，請選取此核選方塊。若要使用非安全通訊端，請勿選取此核選方塊。

登入

如果連線字串中需要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使用者 ID] 核選方塊。如果需要密碼，請選取 [密
碼] 核選方塊，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此設定必須與伺服器上的設定相同。

Informix 資料來源
IBM® Cognos® 軟體支援 Informix® 資料來源。

Informix 連線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Informix 資 輸入資料庫名稱。
料來源
主機名稱

輸入主機名稱。

伺服器名稱 輸入伺服器名稱。
對照順序

輸入要包括在資料庫連線字串中的對照順序。
僅在少數情況 (IBM Cognos 軟體和資料庫之間可能存在排序差異) 下才需要使用對照順序。建議您在
使用對照順序之前聯絡客戶支援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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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服務

選取或輸入遠端資料庫伺服器用於傳入請求的服務名稱。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如果連線字串需要使用者 ID 或密碼，請選取 [使用者 ID] 核選方塊。
如果需要密碼，請選取 [密碼] 核選方塊，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若要建立可以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
入]。輸入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資料來源
IBM® Cognos® 軟體支援從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平台連線到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安
裝 Microsoft SQL Server 時，您可以選擇新增 Analysis Services。連線需要使用 Microsoft Pivot Table
客戶端資料庫，這些資料庫隨 Microsoft SQL Server 客戶端元件一起安裝。
有三個支援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客戶端元件版本可供安裝，它們分別適用於下面一個 SQL Server
版本：
●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 2000 (ODBO)

●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 2005

●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 2008

您必須在每台執行適用於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伺服器或 IBM Cognos Framework Manager
的應用程式層元件的電腦上安裝符合的 SQL Server 用戶端軟體版本。
您必須為 Microsoft SQL Server 和 Microsoft SQL Server 客戶端元件啟用 TCP 協定。
IBM Cognos BI 伺服器支援三種不同類型的 Analysis Services 資料來源驗證：
●

"使用登入進行驗證"(第183頁)

●

"使用服務憑證進行驗證"(第184頁)

●

"使用外部名稱環境進行驗證"(第184頁)

如果您在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第185頁)，並要進行多維表示式 (MDX) 查詢 (第185頁)，則注意
一些特殊事項。

使用登入進行驗證
如果您想要儲存並維持用於在 IBM Cognos 軟體中通過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資料來源驗證的憑
證，請在建立資料來源時使用登入。您可以定義可由每一個人 (預設) 使用的登入，也可以將存取
權限授予特定的使用者。您還可以建立多個登入，然後使用權限將存取權限授予特定的使用者、
群組或角色。
登入會儲存有效的 Windows 網域憑證，這些憑證用於通過 Analysis Services 的驗證。這些憑證必須
使用以下語法進行指定：
<網域>\<使用者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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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5 和 2008，具有憑證的使用者應該屬於執行 Analysis Services 的
電腦上的本端 OLAP 使用者群組。此群組 (在安裝 Analysis Services 時建立) 稱為 SQLServerMSASUser$<
伺服器名稱>$MSSQLSERVER。
每次安裝 IBM Cognos 應用程式層元件時，均請確保以 LocalSystem 內建帳戶或者在本機安全性原
則中被授予作為作業系統的一部分權限的有效網域帳戶執行 IBM Cognos 軟體。
必須向 IBM Cognos 使用者授予該登入的讀取和執行權限。

使用服務憑證進行驗證
如果要使用執行 IBM Cognos 服務的帳戶的憑證來通過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的驗證，請使用服
務憑證。不論執行請求的使用者是誰，每次連線到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資料來源時都要使用
服務憑證。
若要使用服務憑證，IBM Cognos 軟體必須作為 Windows 服務啟動。必須作為有效的 Windows 網域
使用者執行該服務。LocalSystem 或 NetworkService 的內建帳戶不適用。如需有關在某個帳戶下如
何啟動 IBM Cognos 服務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中有關配置使用者帳戶或網路服務帳
戶的資訊。
執行 IBM Cognos 服務的帳戶必須滿足以下要求：
●

該帳戶必須是 Analysis Services 所在的 Active Directory 網域樹的成員，或者必須為跨網域樹設
定建立網域樹信任。

●

必須在所有執行 IBM Cognos 應用程式層元件的 Windows 電腦的本機安全性原則中授予該帳戶
登入為服務權限。

●

對於多節點設定，必須在所有執行 IBM Cognos 應用程式層元件的電腦上使用相同的帳戶。

●

對於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5 和 2008，必須在 SSAS 安全性中授予該服務帳戶足夠的權
限才能連線到所需的 Cube 並擷取資料。

●

對於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5 和 2008，該帳戶應該屬於執行 Analysis Services 的電腦上的
本端 OLAP 使用者群組。此群組 (在安裝 Analysis Services 時建立) 稱為 SQLServerMSASUser$<
伺服器名稱>$MSSQLSERVER。

使用外部名稱環境進行驗證
如果想要讓 IBM Cognos 使用者使用自己的憑證 (使用者通過驗證、登入) 存取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資料來源，請使用外部名稱環境。用於通過 Analysis Services 驗證的憑證源自使用者先前
已通過其驗證的指定名稱環境。
會將已登入到該名稱環境的使用者提供的憑證傳遞到 Analysis Services。鑒於 Analysis Services 支援
的驗證方法，您只能選擇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類型的名稱環境。
依據為外部名稱環境驗證指定的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的使用者驗證方法，您可以具有以下登
入設定，以實現完美的使用者體驗：
●

如果使用者透過提供網域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明確通過驗證，則可採用通過驗證。會將所提供
的網域憑證傳遞到 Analysis Services。

●

如果使用者透過未基於 Kerberos 的登入通過了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的驗證，則不可採用
使用者通過驗證。這適用於 IBM Cognos 軟體與任何第三方入口網站整合或 Active Directory 名
稱環境配置為身份對映模式情況下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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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配置 Analysis Services 的使用者通過驗證，請確保滿足以下條件：
●

所有執行 IBM Cognos 應用程式層元件的電腦必須將 IBM Cognos BI 作為 Windows 服務執行，
並且要以有效的網域帳戶或 LocalSystem 執行。

●

所有執行 IBM Cognos 軟體的電腦必須安裝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作業系統。(Windows XP
不支援通過驗證。)

●

執行 Analysis Services 和 IBM Cognos 軟體的電腦必須在同一個 Active Directory 網域樹中。

●

網域帳戶 (使用者帳戶) 或電腦帳戶 (LocalSystem) 必須受信於委派。

●

所有需要透過 IBM Cognos 軟體存取 Analysis Services 的 Windows 帳戶均不能設定這是機密帳
戶，無法委派性質。

將 Analysis Services 配置為 Kerberos 驗證。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 Analysis Services 管理員。
對於 SSAS 2005 和 SSAS 2008，所有使用者的 Windows 帳戶都必須屬於執行 Analysis Services 的電
腦上的本端 OLAP 使用者群組。此群組 (在安裝 Analysis Services 時建立) 稱為 SQLServerMSASUser$<
伺服器名稱>$MSSQLSERVER。
請注意，當 Analysis Services 及存取它的客戶端均在 AES 感知型作業系統 (Windows 2008、Microsoft
Vista、Windows 7) 上執行時，有一個 Microsoft 問題會阻礙使用者通過驗證。請參閱 Microsoft 文件
以取得詳細資訊。
請注意，您無法測試配置為外部名稱環境驗證的資料來源。若要確認資料來源是否在工作，請透
過查詢存取資料來源。

Framework Manager 注意事項
IBM Cognos Framework Manager 可以不使用報表或 Metadata Service 直接存取 Analysis Services 資料
來源。這具有重大的意義，尤其對於為 Analysis Services 配置使用者通過驗證。
如果為已配置為 Analysis Services 資料來源的外部名稱環境驗證來源的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啟
用了基於 Kerberos 的登入，請確保執行 Framework Manager 的使用者滿足以下條件：
●

具有執行 Framework Manager 的電腦上的本機安全性原則中設定的 [作為作業系統的一部分] 權
限，或者是執行 Framework Manager 的電腦上具有本端登入權限的本端管理員群組的成員

●

受信於委派

多維表示式 (MDX) 查詢
您必須為用於 MDX 查詢的 Microsoft Excel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VBA) 函數 (例如 ROUNDDOWN)
安裝以下 Microsoft Office 元件：
●

Office Excel

●

Microsoft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Office 中的一種共用功能)

在用於 MSAS 的 IBM Cognos 伺服器上和用於 SSAS 2005 或 SSAS 2008 的 Analysis Services 伺服器電
腦上安裝以下元件，然後重新啟動伺服器電腦。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資料來源連結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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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伺服器名 輸入資料庫所在的伺服器名稱。
稱
命名的實 如果在安裝過程中指定了一個命名的實例，請輸入命名的實例。
例
此參數僅適用於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5 和 2008。
語言

選取語言。
對於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5 和 2008，此區域設置由報表作者用作設計區域設置，用於從 Cube
中擷取要顯示在報表中的中繼資料。建立報表後，可在任何區域設置中執行它們。對於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ODBO)，此區域設置亦為執行區域設置。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若要使用執行 IBM Cognos 服務的 Windows 網域帳戶的憑證進行驗證，請選取 [IBM Cognos 軟體服務憑
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服務憑證進行驗證"(第184頁)
若要使用外部名稱環境，請選取 [外部名稱環境] 並選取一個名稱環境。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外部名稱環境進行驗證"(第184頁)。
在修改先前使用登入的既有資料來源時，在切換到外部名稱環境後，請刪除登入。否則，登入會優先。
若要建立任何人都能使用的靜態登入，請選取 [登入] 和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入]。選取
[密碼] 核選方塊並輸入有效的 Windows 網域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
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登入進行驗證"(第183頁)。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來源
根據使用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來源類型，在定義某些類型的驗證時您需要牢記一些註意事
項。IBM® Cognos® 軟體支援以下類型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來源：
●

ODBC

●

OLE DB

●

SQL 2005 本地客戶端

●

SQL 2008 本地客戶端

使用 IBM Cognos 服務憑證進行驗證
使用 OLE DB 連線至 Microsoft SQL Server 時，您可以選取 [IBM Cognos 軟體服務憑證] 作為資料來
源連線的登入類型。此性質可以使用為 IBM Cognos 服務指定的登入指示 IBM Cognos 軟體登入到
SQL Server 資料庫。使用者不需要單獨的資料庫登入。但是，所有使用者都將使用相同的憑證進
行驗證以登入到資料庫，並檢視相同的資料。對於生產環境，單獨的資料庫登入通常更加適用。
您不應將用於IBM Cognos 伺服器登入的 Microsoft Windows® 本端系統帳戶與 Microsoft SQL Server
OLE DB 資料來源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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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部名稱環境進行驗證
您可以將 IBM Cognos 軟體配置為使用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稱環境，在該名稱環境中，系統會
將提示使用者提供憑證作為 IBM Cognos 登入程序的一部分。您可以將 IBM Cognos 軟體配置為存
取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來源時自動使用這些相同的憑證。必須為 [外部名稱環境] 配置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資料來源連結，並且該名稱環境必須為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
您可以將 IBM Cognos 軟體配置為使用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並使用 Kerberos 驗證和
授權對 IBM Cognos 軟體使用者進行驗證。您可以將 IBM Cognos 軟體配置為存取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來源時自動對使用者進行驗證。必須執行以下配置：
●

IBM Cognos Gateway 必須安裝在為 Windows® 整合式驗證配置的 IIS Web 伺服器上。

●

Content Manager 必須安裝在 Windows 2003 或 Windows XP 伺服器上。

●

Content Manager、Report Server (應用程式層元件)、IIS Web 伺服器和資料來源伺服器 (Microsoft
SQL Server) 必須屬於同一 Active Directory 網域。

●

必須為 [外部名稱環境] 配置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資料來源連結，並且該名稱環境必須為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

●

信任 Report Server 進行授權。

如需有關 Gateway 和 Content Manager 的安裝選項，以及配置名稱環境和授權信任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IBM Cognos 安裝和配置指南》。

Microsoft SQL Server 連線參數
以下參數由 Microsoft SQL Server (OLE DB) 使用。

參數

說明

伺服器名 輸入伺服器名稱。
稱
如果有多個 Microsoft SQL Server 實例，請指定 server_name\instance_name。
資料庫名 輸入資料庫名稱。
稱
應用程式 輸入應用程式名稱。
名稱
對照順序 輸入要包括在資料庫連線字串中的對照順序。
僅在少數情況 (IBM Cognos 軟體和資料庫之間可能存在排序差異) 下才需要使用對照順序。建議您在使
用對照順序之前聯絡客戶支援部門。
MARS 連 選取多個作用中的結果集 (MARS) 連線。此參數僅由 Microsoft SQL Server (SQL 2005 本地客戶端) 使用。
線
按一下 [是] 以允許應用程式每個連線具有多個未決請求以及每個連線具有多個作用中的預設結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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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如果不需要任何驗證，請選取 [無驗證]。
如需有關 IBM Cognos BI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IBM Cognos 服務憑證進行驗證"(第186頁)。
如果您使用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且希望支援單一登入，請選取 [外部名稱環境] 並選取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外部名稱環境進行驗證"(第187頁)。
如果需要驗證，請選取 [登入]。
如果連線字串中需要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使用者 ID] 核選方塊。
如果需要密碼，請選取 [密碼] 核選方塊，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您可以將資料庫指令包括在此類型資料來源的連線資訊中。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 IBM Cognos
內容傳遞至資料庫"(第205頁)。
如需有關 Microsoft SQL Server (ODBC) 連線參數的資訊，請參閱"ODBC 資料來源連線"(第188頁)。

ODBC 資料來源連線
IBM® Cognos® 軟體將 ODBC 連線分為兩類：
●

特定於供應商的 ODBC 資料來源連線，其將特定於驅動程式的功能用於建立查詢

●

一般 ODBC 資料來源連線，其使用一般功能

IBM Cognos 軟體支援下表中列示的 ODBC 資料來源。資料庫代碼顯示在連線字串中，但是無法對
其進行編輯。

ODBC 資料來源

資料庫代碼

ODBC

OD

Composite (ODBC)

CS

IBM Cognos Virtual View Manager (ODBC)

VM

Microsoft® SQL Server (ODBC)

SS

Netezza (ODBC)

NZ

Progress OpenEdge (ODBC)

PG

Red Brick (ODBC)

RB

Teradata (ODBC)

TD

任何未列出的 ODBC 資料來源連線均應使用一般 ODBC 資料來源、資料庫代碼 OD 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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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irtual View Manager 擷取資料
Virtual View Manager 將取代 Composite ODBC 資料來源。但是，仍為既有客戶支援 Composite ODBC
資料來源。
Virtual View Manager 是提供對分佈式 JDBC、LDAP、平面檔案和 WSDL 資料來源存取的資料查詢
應用程式。除了提供將這些資料來源塑型為同質視圖的功能外，它還允許透過計算、結合以及篩
選修改視圖。然後，使用 IBM Cognos 軟體透過 IBM Cognos Virtual View Manager ODBC 驅動程式來
存取視圖。

ODBC 連線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ODBC 資 按照 ODBC.ini 檔案中的定義輸入資料來源名稱。
料來源 如需有關 ODBC.ini 檔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安裝和配置指南》。
ODBC 連 輸入必須附加到連線字串的任何文字。
線字串 此參數通常保留為空白。
對照順序 輸入要包括在資料庫連線字串中的對照順序。
僅在少數情況 (IBM Cognos 軟體和資料庫之間可能存在排序差異) 下才需要使用對照順序。建議您在使
用對照順序之前聯絡客戶支援部門。
異步開啟 如果您想要連線處理彼此獨立的請求，請選取此選項。如果您想要連線在開始另一個請求之前完成目
前請求，請勿選取此選項。
Unicode
ODBC

如果您想要 IBM Cognos 軟體使用 Unicode 資料標準來解釋資料，請選取此選項。如果您想要 IBM Cognos
軟體使用 ANSI 來解釋資料，請不要選取此選項。
此選項僅適用於 Composite、Virtual View Manager、Progress OpenEdge、Teradata 和一般 ODBC 資料來源
連結。

逾時

指定希望資料庫在逾時之前進行連線或等待答覆的時間 (以秒為單位)。
有效輸入為零到 32,767。若要不限制資料庫的等待時間，請輸入零 (這是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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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對於 Teradata、Composite、Virtual View Manager、Microsoft SQL 和一般 ODBC：
●

如果不需要任何驗證，請選取 [無驗證]。

●

如果資料庫的憑證與用於登入到 IBM Cognos 環境的憑證相符，則對於單一登入，請選取 [外部名
稱環境] 並選取適當的名稱環境。

●

如果需要驗證，請選取 [登入]。如果需要密碼，請選取 [密碼] 核選方塊，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
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若要建立可以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建立「任何
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入]。輸入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對於 RedBrick 和 Progress OpenEdge：
●

如果在連接字串中需要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使用者 ID] 核選方塊，然後選取 [密碼] 核選方
塊，並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

若要建立可以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
登入]。輸入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Oracle 資料來源
IBM® Cognos® 軟體支援 Oracle 資料來源。

Oracle 連線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SQL*Net 連 輸入 SQL*Net 連線字串。
線字串
對照順序

輸入要包括在資料庫連線字串中的對照順序。
僅在少數情況 (IBM Cognos 軟體和資料庫之間可能存在排序差異) 下才需要使用對照順序。建議您在
使用對照順序之前聯絡客戶支援部門。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如果連線字串需要使用者 ID 或密碼，請選取 [使用者 ID] 核選方塊。
如果需要密碼，請選取 [密碼] 核選方塊，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若要建立可以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
入]。輸入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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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Business Information Warehouse (SAP BW) 資料來源
IBM® Cognos® 軟體支援對 SAP BW 資料來源的存取。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您指定的參數類型
根據您選擇的 SAP BW 登入類型而有所不同：
●

應用程式伺服器登入類型 (第191頁)

●

目的地登入類型 (第191頁)

●

訊息伺服器登入類型 (第192頁)

應用程式伺服器登入類型連線參數
如果您選取 [應用程式伺服器] 作為 [SAP 登入類型]，請指定下表中的參數。

參數

說明

應用程式伺 輸入 SAP 應用程式伺服器名稱。
服器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SAP 系統管理員。
系統號

輸入系統編號。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SAP 系統管理員。

客戶端號碼 輸入用戶端編號。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SAP 系統管理員。
SAP 伺服器 選取 SAP 伺服器代碼頁面。
代碼頁面
IBM Cognos 軟體遵循 SAP 國際化規則，提供支援多種指令碼和語言的相容應用程式，而不必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修改 SAP BW。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SAP 系統管理員。
SAP 路由器 輸入 SAP 路由器字串。
字串
路由器字串說明了兩個主機之間所需的連線站。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SAP 系統管理員。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如果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配置受信任的登入名稱環境，您可以選取 [外部名稱環境] 並選取
要使用的名稱環境。
若要建立可以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
入]。輸入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目的地登入類型連線參數
如果您選取 [目的地] 作為 [SAP BW 登入類型]，請在下表中指定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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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客戶端號碼 輸入用戶端編號。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SAP 系統管理員。
SAP 伺服器 選取 SAP 伺服器代碼頁面。
代碼頁面
IBM Cognos 軟體遵循 SAP 國際化規則，提供支援多種指令碼和語言的相容應用程式，而不必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修改 SAP BW。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SAP 系統管理員。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如果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配置受信任的登入名稱環境，您可以選取 [外部名稱環境] 並選取
要使用的名稱環境。
若要建立可以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
入]。輸入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訊息伺服器登入類型連線參數
如果您選取 [訊息伺服器] 作為 [SAP BW 登入類型]，請在下表中指定參數。

參數

說明

系統 ID

輸入您要連線至的 SAP 系統的系統 ID。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SAP 系統管理員。

登入群組 輸入 SAP 群組。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SAP 系統管理員。
客戶端號 輸入用戶端編號。
碼
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 SAP 系統管理員。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如果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配置受信任的登入名稱環境，您可以選取 [外部名稱環境] 並選取要
使用的名稱環境。
若要建立可以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
入]。輸入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資料來源
IBM® Cognos® 軟體支援以下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資料來源：
●

CT-Lib

●

C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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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連線參數
建立資料來源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結時，您需要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伺服器名 輸入伺服器的名稱。
稱
資料庫名 輸入資料庫名稱。
稱
如果您要 Sybase 伺服器確定預設資料庫，請選取 [主要]。若要覆蓋預設資料庫，請輸入有效的資料庫
名稱。
應用程式 輸入應用程式名稱。如果將其保留為空，則預設為 Cognos 可執行檔案的名稱，例如，BiBustkservermain
名稱
或 DataBuild。
對照順序 輸入要包括在資料庫連線字串中的對照順序。僅在少數情況 (IBM Cognos 軟體和資料庫之間可能存在
排序差異) 下才需要使用對照順序。建議您在使用對照順序之前聯絡客戶支援部門。
封包大小 輸入封包大小。對於 CT-Lib，預設為 512。對於 CT-15，預設為 2048。增加封包大小可以減少必須傳
送的封包數。當出現封包大小較大問題時，請減小封包大小。您可以請求的大小不得大於 Sybase 伺服
器允許的大小。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您的資料庫管理員。
異步層級 選取異步層級。
輪詢時間 輸入輪詢時間片段。 預設為 100。
片段
逾時

指定希望資料庫在逾時之前進行連線或等待答覆的時間 (以秒為單位)。有效輸入為零到 32,767。若要
不限制資料庫的等待時間，請輸入零 (這是預設)。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或修改資料來源登入"(第201頁)。
如果連線字串需要使用者 ID 或密碼，請選取 [使用者 ID] 核選方塊。
如果需要密碼，請選取 [密碼] 核選方塊，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若要建立可以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
入]。輸入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TM1 資料來源
IBM® Cognos® 軟體支援對 TM1® 伺服器和 Cube 的存取。您必須將 TM1 用戶端與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在同一台電腦上。建立 TM1 資料來源連結時，請考慮您要如何設定驗證。

驗證
您的選擇必須符合 TM1 伺服器驗證要求。例如，如果您沒有建立使用者 ID 和密碼，但 TM1 伺服
器要求進行登入，則將提示使用者進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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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外部名稱環境 (第三方目錄服務提供程式) 用作驗證方法。必須將 TM1 伺服器配置為使用
IBM Cognos BI 進行驗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Cognos Access Manager 驗證上的 TM1 文件。

TM1 連線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管理主機 輸入可由網路識別的電腦的名稱。
伺服器名 按照 TM1S.cfg 檔案中的配置輸入伺服器名稱。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TM1 文件。
稱
登入

如需有關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保護資料來源"(第213頁)。
如果不需要任何驗證，請選取 [無驗證]。如果使用了外部名稱環境，請選取 [外部名稱環境]，然後選
取名稱環境。
如果需要驗證，請選取 [登入]。
如果連線字串中需要使用者 ID，請選取 [使用者 ID] 核選方塊。
如果需要密碼，請選取 [密碼] 核選方塊，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若要建立可以自動連線到資料來源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選取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
入]。輸入 [使用者 ID]，然後在 [密碼] 和 [確認密碼] 方塊中輸入密碼。

TM1 資料來源的受限安全性
在 TM1 資料來源中，管理員可以保護維度內的元素，以使這些元素僅對某些使用者可見。但是，
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必須存在從每個元素到階層架構的根的可見路徑。可以保護 TM1 資料來
源階層架構的子樹狀目錄，但是必須保護子樹狀目錄中的每個元素。
例如，請考慮總業務單位的以下階層架構：
歐洲
●

英國

●

德國

北美
●

加拿大

●

美國

亞太
●

澳洲

●

日本

在此範例中，如果僅保護 [北美] 元素，所有使用者均可看見 [加拿大] 和 [美國] 元素，則會破壞可
存取元素的路徑。IBM Cognos BI 使用者可能會收到訊息，說明遇到了不可存取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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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北美、加拿大和美國的整個子樹狀目錄受到保護，則 IBM Cognos BI 將正確報告，因為存在從
階層架構中資料的最低層級到資料的最高層級的直接、可見路徑。
若要準確地偵測此情況，請安裝建置編號為 9.4.00001.576 的 TM1。

透過 TM1 資料來源使用彙總時的非預期結果
TM1 資料來源可以包括具有衍生規則的儲存格。IBM Cognos BI 無法提前識別這些具有衍生規則的
儲存格，因此在這些儲存格上執行彙總可能產生非預期的結果。例如，彙總包含具有衍生規則的
值的集可能會在 Report Studio 和 Analysis Studio 中產生非預期的結果。
附註：不會影響明確的彙總運算，如總和、平均、計數、最小值和最大值。
如果您要在 IBM Cognos BI 中使用具有衍生規則儲存格的 TM1 資料 Cube，建議您安裝建置編號為
9.4.00001.576 的 TM1，其會透過使用虛線 (--) 標示錯誤儲存格來識別彙總錯誤。

XML 資料來源
建立 XML 資料來源時，您必須將 XML 用作連線類型，並在連線字串中指定 XML 檔案的位置。
您可以將 XML 資料來源的連線字串指定為：
●

HTTP URL，可以標識連線至 XML 檔案所需的 Content Store。
範例為 HTTP://xmltestserver.cognos.com/XML/country.xml。
請確保為包含 XML 檔案的目錄建立 Web 別名，並啟用目錄瀏覽。

●

檔案路徑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檔案路徑的範例為 \\servername\XML\country.xml。
UNIX® 作業系統檔案路徑的範例為 /mount name/XML/country.xml。

●

本端檔案
範例為 C:\XML\country.xml;VALIDATE=ON。

若要存取本端檔案，請利用使用平台特定語法的檔案路徑。
若要測試 XML 連線字串，您必須在字串末尾鍵入以下代碼：
;VALIDATE=ON

此代碼文字不區分大小寫。

參數化 XML 連線字串
在 XML 資料來源的 HTTP URL 連線字串中，您可以使用參數傳送其他資訊。您可以在參數元件中
嵌入提示定義字串。
如果報表中指定了提示定義，則將使用該指定值。否則，系統將提示使用者提供一個值。其他類
型的連線字串不支援提示。
URL 元件的範例為 addressing_scheme://network_location/path;parameters?query#fragment_identifier
使用包含在兩組問號之間的定義字串編碼參數元件。提示不能跨越元件邊界。
參數化 XML 字串的範例為 http://My_Network_Location/My_Path/myxml.asp?countrysid=??CanadaPrompt??
參數化 XML 連線字串具有以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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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 元件為提示時，不能包含其他資料。

●

嵌入在 XML 連線字串中的提示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不起作用。您無法從參數化 XML 連線
字串中匯入資料。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設定參數化 XML 連線字串時，[測試] 按鈕不起作用。

●

如果已連線至參數化 XML 連線字串，則 Report Studio 中查詢規範的驗證不起作用。

XML 資料來源連結參數
在建立資料來源 (第196頁) 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線 (第199頁) 時，指定連線參數。

參數

說明

連線字串

輸入連線字串。

建立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可以定義到資料庫的實體連線。資料來源連結可以指定連線至資料庫所需的參數，例如
資料庫的位置和逾時持續時間。這些參數構成資料來源的連線字串。
您可以在入口網站或 Framework Manager 中建立資料來源。由於資料來源儲存在伺服器上，因此無
論其在何處建立都會顯示在兩個位置中。既有資料來源連結只能在入口網站中進行編輯。
如果您是管理員，則可以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建立模型之前設定所有所需的資料來源，以便所
有連線在 Framework Manager Metadata 精靈中都可用。
資料來源儲存在 Cognos® 名稱環境中，並且必須具有唯一的名稱。例如，您不能對資料來源和群
組使用相同的名稱。
您可以透過建立登入將資料庫的驗證資訊包括在資料來源連線中。使用者無需在每次使用連線時
都輸入資料庫驗證資訊，因為驗證資訊已加密並儲存在伺服器上。建立資料來源時產生的登入可
用於 [每一個人] 群組。稍後，您可以修改登入的使用者或建立更多登入。
您必須對要儲存資料來源的資料夾以及 Cognos 名稱環境擁有寫入權限，才能建立資料來源。您還
必須對 [資料來源連結] 安全功能具有執行權限。

建議 - 將網路路徑用於基於檔案的資料來源
對於具有多個伺服器的分佈式安裝，我們建議您將網路路徑用於所有基於檔案的資料來源，而不
要使用本端路徑。這可確保無論哪個伺服器需要資料，需要資料來源的服務都可以存取資料來源。
建立到基於檔案的資料來源 (例如 PowerCube) 的連線時，您將輸入路徑和檔名。若要指向檔案，
請使用本端路徑 (例如 C:\cubes\Great Outdoors Company.mdc) 或網路路徑 (例如 \\servername\cubes\Great
Outdoors Company.mdc)。
在分佈式安裝 (Report Server 在不同的電腦上執行) 中，使用本端路徑要求檔案和路徑在執行 Report
Server 的每台電腦上都有效。或者，如果使用網路路徑指向檔案，每個 Report Server 都將指向網路
上的同一檔案，而不必使檔案在本端可用。另外，為了確保檔案永遠可用，我們建議您將其儲存
在可以透過網路存取的共用目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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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UNIX® 作業系統伺服器上安裝了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元件，我們建議您將基於
檔案的資料來源也放置在 UNIX 伺服器上。稍後，您應使用 UNIX 路徑 (例如 /伺服器名稱/cubes/Great
Outdoors Company.mdc) 來存取該檔案。
如果已在單一電腦上安裝了所有元件，您可以使用本端路徑，但必須確保請求資料的服務對電腦
上的資料檔案具有相應的存取權限。
對於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分佈式安裝，我們建議您將到共用目錄的 UNC 路徑用於所有基
於檔案的資料來源 (例如 PowerCube 或 XML 檔案)。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選取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選取 [資料來源連結]。
提示：若要移除資料來源，請選取資料來源的核選方塊，然後選取 [刪除] 按鈕。
3. 選取 [新資料來源] 按鈕

。

4. 在名稱和說明頁面中，鍵入資料來源的唯一名稱，鍵入說明和螢幕提示 (可選)，然後選取 [下
一步]。
5. 從連線頁面的 [類型] 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建立的資料來源類型。
●

DB2

●

Microsoft SQL Server

●

Netezza

●

Oracle

●

Teradata

如果未列出資料來源，請按一下 [其他類型]。
6. 指定隔離層級。
●

如果未顯示 [隔離層級]，請選取 [下一步]。

●

如果也顯示了 [隔離層級]，請選取預設物件 Gateway 或指定一個值，然後選取 [下一步]。

7. 指定資料來源的連線參數。
如需有關所使用資料來源類型連線參數的資訊，請按一下下列清單中的相關項目：
●

IBM Cognos Finance

●

IBM Cognos Now! - Real-time Monitoring Cube

●

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

●

IBM Cognos Planning - Series 7

●

IBM Cognos PowerCube

●

Composite (ODBC)

●

IBM Cognos Virtual View Manager (O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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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2

●

Oracle Essbase 伺服器

●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服務

●

Informix

●

Microsoft SQL Server (ODBC)

●

Microsoft SQL Server (OLE DB)

●

Microsoft SQL Server (SQL 2005 Native Client)

●

Microsoft SQL Server (SQL 2008 Native Client)

●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ODBO)

●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5

●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8

●

ODBC

●

Oracle

●

Progress OpenEdge

●

Red Brick (ODBC)

●

SAP BW

●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

Teradata (ODBC)

●

TM1

●

XML

8. 選取 [測試連線]，然後選取 [測試] 以測試參數是否正確。
在 [狀態] 欄中，您可以查看連線是否成功。如果不成功，請選取 [關閉]，返回以前的步驟，
並確認連線參數。如果成功，請移至下一步。
9. 按一下 [完成]。
如果選取 IBM Cognos PowerCube 或 SAP BW 以外的資料來源，則新資料來源會顯示在 [配置]
標籤的 [資料來源連線] 中，並且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使用中繼資料精靈時，可選取新資料
來源。
如果選取了 IBM Cognos PowerCube 或 SAP BW，則前往下一步。
10. 按一下 [確定] 以返回 [資料來源連結]，或者對於某些資料來源，您可以按一下 [建立套件]，
然後按一下 [確定]。
附註：您可以現在或稍後建立包含新資料來源的套件。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350頁)。只
有當您具備相應的功能"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時，[建立套件] 核選方塊才可用。
如果已建立登入，現在您即可以修改或新增更多登入 (第201頁)。 您還可以新增更多連線 (第1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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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更新的 PowerCubes
重新建置或更新 PowerCube 後，您可以使用多種方法將 Cube 部署到生產環境。
若要部署更新後的 IBM® Cognos® Transformer PowerCube，請使用 IBM Cognos Transformer 中的複製
和啟動方法 (這是建議的方法)，或自己複製 PowerCube，然後使用 pcactivate 指令行公用程式。
若要部署更新的 Series 7 Transformer PowerCube，您必須首先複製 PowerCube。然後，使用 pcactivate
指令行公用程式啟動 Cube。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Transformer User Guide》中的〈Copy and
Activate a Newer Version of a Published PowerCube〉一節。

執行 pcactivate 指令的步驟
1. 將 Transformer PowerCube 複製到生產環境。
●

生產環境中目的地目錄的名稱必須與 PowerCube 名稱相同。例如，如果 Cube 被命名為
production.mdc，則目的地目錄必須被命名為 production。

●

目的地目錄必須與 PowerCube 位於同一目錄中。例如，如果資料來源連結指定 PowerCube
位置為 D:\Cubes\production.mdc，則名為 production 的目的地目錄必須為 D:\Cubes\production。

例如，將 PowerCube 複製到 D:\Cubes\production\production.mdc。
2. 在指令行提示中，使用以下語法鍵入 pcativate 指令：
pcactivate cube_name.mdc

destination_location destination_location

您可以鍵入多個目的地位置。
例如，鍵入
●

pcactivate TheCube.mdc d:\deploy\cubes

●

pcactivate production.mdc D:\Cubes

●

pcactivate sales.mdc \\server_1\cubes \\server_2\cubes

●

pcactivate "Production Cube.mdc" "d:\Program Files\cognos\c10\webcontent\cubes"

附註：如果您將路徑包括在 cube_name 參數中，則會移除並忽略該路徑。

新增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結
您可以新增資料來源連結或編輯既有連線的字串參數。
也可以向既有資料來源新增多個連線。例如，您希望資料來源具有兩個或多個到同一資料庫的連
線 (這些連線具有不同的性質)，例如不同的逾時值或存取權限。
您還可以向資料來源新增指向不同資料庫的連線，但是資料庫必須包含相同的概要。
建立資料來源連結時，您可以建立一個登入，[每一個人] 群組可以使用該登入存取資料庫。稍後，
您可以修改此登入的使用者或建立更多登入。例如，您可以透過為每個資料來源連結設定權限來
控制對資料的存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為項目設定存取權限"(第240頁)。
若要新增或修改資料來源連結，您必須對所需功能具有存取權限才能管理資料來源 (第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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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建立 Oracle、DB2®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來源，您可以將資料庫指令包括在連線資
訊中。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 IBM Cognos 內容傳遞至資料庫"(第205頁)。
如果選取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5 或 2008 作為連線類型，您可以在同一伺服器上擁有多個
實例。
如需有關設定 Report Server 可用資料來源連線最大數目的資訊，請參閱"管理資料來源連結"(第200
頁)。

建立新連線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資料來源連結]。
3. 按一下要為其新增連線的資料來源。
提示：若要移除資料來源連結，請選取其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刪除] 按鈕。
4. 按一下 [新連線] 按鈕

。

5. 在名稱和說明頁面中，為連線鍵入唯一名稱，鍵入說明和螢幕提示 (可選)，然後按一下 [下一
步]。
6. 繼續進行步驟 5 至 10 以建立資料來源。
如果已建立登入，現在您即可以修改或新增更多登入 (第201頁)。

修改連線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資料來源連結]。
3. 按一下要為其修改連線的資料來源。
4. 按一下您要修改的連線對應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5. 按一下 [連線] 標籤。
6. 如果您要變更資料來源類型，請按一下 [類型] 下拉清單中的項目。
7. 按一下 [編輯] 圖示

以修改連線字串。

8. 繼續進行步驟 5 至 10 以建立資料來源。

管理資料來源連結
Report Server 的每個實例均具有建立的資料庫連線池。連線可重複用於與資料庫、使用者和密碼相
符的新請求。項目將保留在池中，直到它們處於閒置狀態的時間達到逾時期間後才關閉。一旦池
已滿，則不會進一步新增任何連線。這會導致請求失敗。

PoolSize
透過修改 PoolSize 變數設定 Report Server 可用的最大資料來源連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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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out
透過修改 Timeout 變數設定保留連線的持續時間。系統將每分鐘檢查一次連線，並移除處於不作
用狀態時間長於逾時值的所有連線。預設逾時值為 900 秒。

可重複使用的資料連線
僅當連線的資料庫憑證與新請求的資料庫憑證相符時，資料來源連結才可以重複使用。新請求可
以要求處於不作用狀態的資料來源連結。當達到最大連線數且沒有可供新請求使用的處於不作用
狀態的連線時，會發生這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將終止最早的處於不作用狀態的連線並建立新
連線。
當達到最大連線數且所有連線均處於作用中狀態時，其他請求將失敗。必須配置伺服器以確保同
時報表請求不會超過請求池大小。
如需有關報表服務請求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最大程序數和最大連線數"(第146頁)。

步驟
1. 在安裝了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每台電腦上，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
configuration/CQEConfig.xml.sample 檔案。
請確保您的編輯器支援以 UTF-8 格式儲存檔案。
2. 找到 [Timeout] 和 [PoolSize] 參數，並按如下所示進行編輯：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company="Cognos" version="#.#"
rendition="###"> <component name="CQE">
<section name="DBConnectionPool">
<!-Description: Database connection timeout.
Default is 900 seconds (15minutes) -->
<entry name="Timeout" value="number_of_seconds"/>
<!-- -->
<!-- Description:
Database connection pool size. -->
<!-- Maximum number of connections managed by the
report
server. Default=50 -->
<entry name="PoolSize" value="number_of_
connections"/>
</section>
</component> </configuration>

3. 將檔案另存為 CQEConfig.xml，儲存到 c10_location/bin 目錄中。
4.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停止服務然後重新啟動服務。
如需有關停止服務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I 安裝和配置指南》。

建立或修改資料來源登入
您可以將登入新增至既有資料來源連結，以便使用者在執行報表時無需輸入資料庫憑證。建立登
入時，您可以指定能夠存取該登入的使用者和群組。組成登入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必須已在資料庫
中進行了定義。
如需有關建立群組的資訊，請參閱"使用者、群組與角色"(第231頁)。
如果用於登入資料庫的憑證發生變更，或者想要變更可以使用登入的使用者，您可以修改既有登
入。
對於需要每個使用者都擁有自己的登入的資料來源配置，全部進行管理可能有所不便。如需有關
使用者可以如何管理他們自己的資料來源憑證的資訊，請參閱"管理您自己的資料來源憑證"(第243
頁)。

建立登入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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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資料來源連結]。
3. 按一下資料來源，然後按一下要向其新增新登入的連線。
4. 按一下 [新登入] 按鈕

。

5. 在名稱和說明頁面中，為資料來源登入鍵入唯一名稱以及說明和螢幕提示 (如果需要)，然後
按一下 [下一步]。
6. 鍵入 [使用者 ID] 和 [密碼]，以連線至資料庫，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將顯示 [選取使用者] 頁面。
7. 若要新增可以使用該登入的使用者和群組，請按一下 [新增]。
●

若要從列出的項目中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
的核選方塊。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
搜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找到您想要的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

若要鍵入您要新增的項目的名稱，請按一下 [類型] 並使用以下格式鍵入群組、角色或使
用者的名稱，其中使用分號 (;) 隔開每個項目：
namespace/group_name;namespace/role_name;namespace/user_name;
範例如下：
Cognos/Authors;LDAP/scarter;

8. 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項目顯示在 [選取項目] 方塊中時，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 若要選取清單中的所
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若要顯示使用者項目，請按一下 [顯示清單中的使
用者]。
9. 按一下 [完成]。
新資料來源登入將顯示在連線之下。

修改登入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資料來源連結]。
3. 按一下資料來源，然後按一下要為其修改登入的連線。
提示：若要移除登入，請選取其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刪除] 按鈕。
4. 按一下您要修改的登入對應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5. 按一下 [登入] 標籤。
將顯示可以使用該登入的使用者和群組清單。
6. 如果您要變更組成登入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請按一下 [編輯登入]，鍵入新憑證，然後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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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想要向登入清單新增使用者或群組，請按一下 [新增]，然後選擇如何選取使用者和群組：
●

若要從列出的項目中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
的核選方塊。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
搜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找到您想要的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

若要鍵入您要新增的項目的名稱，請按一下 [類型] 並使用以下格式鍵入群組、角色或使
用者的名稱，其中使用分號 (;) 隔開每個項目：
namespace/group_name;namespace/role_name;namespace/user_name;
範例如下：
Cognos/Authors;LDAP/scarter;

8. 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項目顯示在 [選取項目] 方塊中時，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 若要選取清單中的所
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若要顯示使用者項目，請按一下 [顯示清單中的使
用者]。
9. 按一下 [確定]。

指定隔離層級
隔離層級可以指定如何處理修改資料庫交易。依預設，將使用預設物件 Gateway。並非所有類型的
資料庫都支援每個隔離層級。部分資料庫供應商對隔離層級使用不同的名稱。
報表和分析執行的查詢旨在作為唯讀作業。這些查詢透過資料來源處稱為交易的工作單元在預設
或管理員定義的隔離層級執行。報表編寫員不應假設執行儲存程序的查詢會提交該程序寫入的任
何資料。在某些環境下，由程序做出的變更可能會由於資料庫功能而提交。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標記為「供寫入」的儲存程序會提交變更，但是只能由 Event Studio 使用。
如果您需要讓特定的查詢使用不同隔離層級來執行，則必須定義不同的資料庫連線。
對於 OLAP 資料來源 (包括 SAP BW)，交易工作單元為唯讀。
以下隔離層級為隔離的遞增順序：
●

讀取未提交
交易可以立即使用其他交易所做的變更。

資料庫類型

等效隔離層級

Oracle

不適用

DB2®

未提交的讀取

Microsoft® SQL Server

讀取未提交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讀取未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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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類型

等效隔離層級

Informix®

中途讀取

●

讀取已提交
交易只能存取其他交易已提交的列。

資料庫類型

等效隔離層級

Oracle

讀取已提交

DB2

游標穩定性

Microsoft SQL Server

讀取已提交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讀取已提交

Informix

已提交的讀取

●

游標穩定性
其他交易不能更新交易所在的列。

資料庫類型

等效隔離層級

Oracle

不適用

DB2

不適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不適用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不適用

Informix

游標穩定性

●

可再生讀取
交易完成之前，該交易選取的或更新的列不能被其他交易變更。

資料庫類型

等效隔離層級

Oracle

不適用

DB2

讀取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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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類型

等效隔離層級

Microsoft SQL Server

可重複讀取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可重複讀取

Informix

可重複讀取

●

幻影保護
交易不能存取交易開始後插入或刪除的列。

資料庫類型

等效隔離層級

Oracle

不適用

DB2

不適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不適用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不適用

Informix

不適用

●

可序列化
同時執行的一組交易產生與按順序執行相同的結果。

資料庫類型

等效隔離層級

Oracle

可序列化

DB2

重複讀取

Microsoft SQL Server

可序列化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可序列化

Informix

不適用

將 IBM Cognos 內容傳遞至資料庫
資料庫管理員想要知道與他們的資料庫系統連線的應用程式的明細。他們使用此資訊來稽核、管
理工作量和排除故障。IBM® Cognos® 軟體可以提供關於其製表應用程式以及存取這些應用程式的
使用者的明細。這些明細包括關於經驗證的使用者的資訊 (擷取自驗證提供程式) 之預設設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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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指定自訂名稱環境對應來延伸此資訊。如需有關對應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使用建置在您的資料庫和 IBM Cognos 軟體中的機制，您可以實施將 Cognos 內容傳遞至資料庫的
最適當方法。這些方法包括：
●

使用 IBM Cognos 指令區塊 (第206頁)
此方法適用於所有支援指令區塊的資料庫，尤其是 Oracle、DB2®、Microsoft® SQL Server 和
Teradata 資料來源

●

使用 DB2 CLI 連線屬性 (第210頁)
此方法僅適用於 DB2。

●

將應用程式內容新增至動態 SQL (第210頁)
此方法適用於支援動態 SQL 敘述中的附註的所有資料庫應用程式。

支援巨集函數
IBM Cognos 軟體中的集函數可以在指令區塊中提供關於使用者和製表應用程式物件 (例如套件、
報表或查詢) 的資訊。從指令區塊中進行參照時，所有巨集函數都會傳回值，這使得應用程式內容
可以從指令區塊傳遞至資料庫。可能也會使用參照模型中的參數對應的巨集函數。

使用指令區塊
您可以對 Oracle (OR)、DB2® (D2)、Microsoft® SQL Server (SS) 和 Teradata (TD) 資料來源使用資料庫
指令。使用連線精靈可以指定開啟或關閉 Oracle 連線或工作階段時，或者開啟 DB2、Microsoft SQL
Server 或 Teradata 工作階段時執行的資料庫指令。
例如，使用資料庫指令為 Oracle 資料庫設定代理連線 (第208頁) 或虛擬個人資料庫 (第209頁)。
當您開啟工作階段時，可以使用指令來執行原生 SQL 指令，例如執行已儲存的程序。

何時使用指令區塊
當 IBM® Cognos® 軟體開啟和關閉資料庫連線或連線中的工作階段時，會執行指令區塊。您可以使
用 IBM Cognos 工作階段變數和巨集函數讓指令實現參數化。
作為管理員，您必須知道何時針對資料庫連線執行指令區塊。通常最好的方法是在開啟的工作階
段指令區塊中定義資料庫敘述。因為 IBM Cognos 儲存並重複使用資料庫連線，所以不會太頻繁地
執行開啟資料庫連線。如果資料庫連線的應用程式內容變更頻繁，則使用開啟工作階段指令區塊。
如果資料庫連線在測試期間逾時，則可能不會指示需要開啟其他資料庫連線。決定使用開啟資料
庫指令區塊的頻率時，請考慮以下問題：
●

在 CQEConfig.xml 檔案中為 Report Server 指定的資料庫連線儲存區設定是什麼？

●

該資料庫是否具備進一步的閒置連線逾時設定？

●

查詢引擎是否具備進一步的閒置連線逾時設定？

●

請求之間的時段是否比逾時設定長？

●

是否有路由至必須建立新連線的不同 Report Server 的任何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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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區塊之間交互的範例
資料庫指令包括在使用 XML 格式化的指令區塊中。下圖顯示了四個指令區塊之間的交互範例 (假
定到資料庫的連線不存在)。
使用者 1 的查詢到達

執行開啟連線指令區塊

執行開啟工作階段指令區塊

執行查詢 1

連線空閑指定的一段時間

執行關閉工作階段指令區塊

將連線標記為可由其他使用者
重複使用

使用者 2 所需的連線

連線空閑預先定義的一段時間

執行關閉連線指令區塊

附註
●

您不能使用連線字串頁面上的 [測試連線] 連結測試指令區塊連線。如果已安裝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您可以確保 XML 代碼根據名為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classes/
DataSource.xsd 的概要檔案進行驗證

●

所有資料來源的指令結構都相同。但是，根據所使用的資料庫，特定資料庫指令會有所不同。
在本節中，範例使用 Oracle 和 DB2 指令。

●

區塊中的指令特定於供應商，並且必須包括在 <sqlCommand> 標籤中。

●

根據您的設定，查詢引擎可能會比正常載入的應用程式更快開啟新連線。這可能會建立錯誤
印象：正在為所執行的每個請求重設資訊。

範例 - 開啟連線指令區塊
下面的範例將法語設定為 Oracle 連線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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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Block>
FRENCH</sql>

<commands>
</sqlCommand>

<sqlCommand>
</commands>

<sql>ALTER SESSION SET NLS_LANGUAGE =
</commandBlock>

範例 - 關閉連線指令區塊
下面的範例在中斷與 Oracle 資料庫的連線之前將語言重設為英語：
<commandBlock>
ENGLISH</sql>

<commands>
</sqlCommand>

<sqlCommand>
</commands>

<sql>ALTER SESSION SET NLS_LANGUAGE =
</commandBlock>

範例 - 傳遞請求資訊
執行該開啟工作階段指令區塊的 DB2® 範例時，會產生一組要傳遞至使用者定義程序的參數。該
範例會與巨集函數組合，以確保產生的值是有效的字串文字和一些文字的字串串聯。modelPath 變
數是這樣的範例，即執行區塊時如何存取已處理請求的性質。
<commandBlock> <commands> <sqlCommand>
<sql> CALL myproc(#sq($current_timestamp) + ',' +
sq($machine) + ',' +
sq(#$modelPath}#) + 'Constant1''''#)
</sql>
</sql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展開巨集之後，資料庫管理員會取得關於查詢的以下資訊：
CALL myproc('2009-05-27 08:13:33.425-05:00','USERCOMPUTERNAME','/content/package[@name=''EAPPS'']/
model[@name=''model'']', 'Constant1', '')

範例 - 使用參數對應
該 DB2® 範例展示了資料庫管理員如何取得模型資訊。應用程式標準可能是定義顯示在所有模型
中的參數對應。參數對應可定義關於 IBM® Cognos® 應用程式的背景資訊。此方法要求使用連線的
所有應用程式都必須提供此資訊，以避免發生錯誤。
<commandBlock> <commands> <sqlCommand>
<sql> CALL myproc(#sq($APP_INFO{APPNAME}) + ',' +
sq($APP_INFO{'APPMAJOR'}) + ',' +
sq($APP_INFO{'APPMINOR'}) + ','
+
sq($APP_INFO{'APPCONTACT'}) + ', ''Constant1'' '#))
</sql> </sql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展開巨集之後，資料庫管理員會取得關於查詢的以下資訊：
CALL myproc('ApplicationName','10','1','TradingApp@email.com', 'Constant' )

範例 - 傳遞驗證提供程式明細
該 DB2® 範例展示了如何將源自驗證提供程式的工作階段資訊包括在傳遞至資料庫的資訊中。該
指令區塊會呼叫 DB2 程序 SYSPROC.WLM_SET_CLIENT，並傳遞衍生自可用工作階段變數的值。
資料庫管理員可以在定義資料庫中的工作量管理規則時使用該資訊，用於在多個使用者群組共用
一個資料庫連線的情況下為特定使用者群組提供更高優先順序。
<commandBlock> <commands> <sqlCommand>
<sql> CALL SYSPROC.WLM_SET_CLIENT_INFO(#$account.
personalInfo.userName#, 'UserComputerName', #$account.parameters.var1#, 'ApplicationName',
'AUTOMATIC')
</sql>
</sql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範例 - 將指令區塊用於代理連線
如果使用的是代理連線，您可以透過登入代理連線來使用既有空閑連線。實體連線可供多個使用
者使用。由於代理連線在既有實體連線之上執行，因此將需要更少的實體連線。
若要建立代理連線，您可以在 XML 中建立開啟工作階段指令區塊。
以下是為使用者 1 (Oracle) 建立代理連線或切換到使用者 1 (DB2®) 的開啟工作階段指令區塊的簡單
範例。請注意 sessionStartCommand 僅可與 Oracle 和 DB2 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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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Block> <commands>
<sessionStartCommand>
<arguments>
<name>OCI_ATTR_USERNAME</name>
<value>PROXY_USER1</value>
</arguments>
</sessionStart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argument>
</argument>

另一個範例是如果驗證 userName 與代理 userid 或受信任的內容使用者等效，則可以被替用的巨
集。
<commandBlock> <commands>
<sessionStartCommand>
<arguments>
<argument>
<name>OCI_ATTR_USERNAME</name>
<value>#$account.personalInfo.userName#
</value>
</argument>
</arguments>
</sessionStart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以下是用於代理工作階段的關閉工作階段指令區塊的簡單範例。目前代理連線已終止。請注意，
sessionEndCommand 在 Oracle 中結束 OCI_session，並將使用者切換回 DB2 的受信任的內容使用者。
<commandBlock> <commands>
<sessionEnd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arguments/>

</sessionEndCommand>

範例 - 將指令區塊用於 Oracle 的虛擬個人資料庫
通常，Oracle 使用登入確定使用者可以存取的資料庫資訊。虛擬個人資料庫可以確定哪些使用者
可以存取哪些資訊，而無需更多登入資訊。
您可以使用執行時替代登入使用者的巨集建立用於連線的指令區塊。巨集可以識別使用者，以便
使用者無需重新輸入登入資訊。
如果存取資料庫的所有使用者被定義為資料庫使用者，並且使用者帳戶被用於連線，您可以在建
立連線時自動設定內容。例如，巨集可以替代使用者名稱。
XML 指令區塊可以儲存一系列按規定順序執行的指令。這可能包括在"資料來源指令綱要"(第783
頁)中介紹的指令。
下面的範例顯示了用於虛擬個人資料庫的 XML 指令區塊。
此指令區塊根據傳遞的參數在連線內設定內容 (虛擬個人資料庫)。可以從與入口網站層級上使用
者的登入相關的環境中擷取傳遞的參數。這些變數可以在配置工具中進行修改。它們的值為使用
者特定值，是使用安全控制機制 (CAM) 取得的。
<commandBlock>
<commands>
<sqlCommand>
<sql>BEGIN PKG_COUNTRY_CONTEXT.SP_SET_
COUNTRY1
(#$account.parameters.var1#); END;</sql>
</sql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此範例顯示了帳戶參數替用。您必須將帳戶資訊指定為自訂性質。如需有關工作階段性質的資訊，
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附註：用於資料來源層級上 Oracle 代理連線和虛擬私人資料庫的指令區塊適用於該資料來源的所
有連線。

受信任的資料庫連線
您可以使用資料庫受信任連線功能在資料庫和 IBM® Cognos® 軟體 (其中多個使用者連線到資料庫)
之間建立連線。
用於受信任的應用程式連線的資料來源應該為任何使用者特定的資料庫狀態定義開啟工作階段區
塊，並且必須在代理使用者查詢發行之前定義。關聯的開啟連線區塊僅在嘗試受信任的連線時執
行一次，而開啟工作階段區塊可以為不同的使用者執行多次。
連線將代表使用者 (該使用者允許使用代理登入) 代理請求的資訊，將提供給使用附加至受信任資
料庫連線的以下工作階段指令區塊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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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Block> <commands> <sessionStartCommand>
<arguments>
ATTR_USERNAME</name>
<value>#$account.defaultName#</value>
</sessionStart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argument>
</argument>

<name>OCI_
</arguments>

建立資料來源時新增指令區塊
您可以使用連線精靈新增指令區塊。
依預設，連線從母資料來源獲取性質。稍後，您可以對此進行修改。

步驟
1. 透過選擇 Oracle、DB2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作為資料來源類型來建立資料來源。
2. 按一下 [下一步]。
3. 在指定指令頁面中，按一下要指定的指令字串旁邊的 [設定]。
4. 在設定指令頁面中，新增一個 XML 指令區塊，然後按一下 [確定]。
附註：如果使用的是 DB2®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您只能新增用於開啟工作階段的指令區
塊。
5. 根據需要繼續新增指令區塊。
6. 按一下 [完成]。

新增或修改用於連線的指令區塊
連線從其母資料來源獲取性質。如果已為資料來源新增指令區塊，則該指令區塊將可用於該資料
來源中的 Oracle、DB2®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連線。
您可以變更指令區塊以用於特定連線，如果不希望將指令區塊用於連線，也可以移除指令區塊。

步驟
1. 建立連線或修改連線 (第200頁)，選擇 Oracle、DB2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作為資料來源類型。
2. 按一下 [下一步]。
3. 按一下要修改的指令區塊旁邊的 [設定] 或 [編輯]。
[已獲取] 欄將顯示 [是] 或 [否] 以指示連線是否從其母資料來源獲取性質。
4. 在設定指令頁面中，新增或修改 XML 代碼指令區塊，然後按一下 [確定]。
提示：您可以選取連線旁邊的核選方塊並按一下 [重設為母值] 或 [清除] 來重設指令區塊。
如果使用的是 DB2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您只能新增用於開啟工作階段的指令區塊。
5. 根據需要繼續新增或修改指令區塊。
6. 按一下 [完成]。

使用 DB2 的 DB2 CLI 連線屬性
DB2® 呼叫層級介面 (DB2 CLI) 是一種可呼叫 SQL 介面，可用於 DB2 LUW、DB2 for z/OS 和 DB2
for i。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可以變更某些 DB2 CLI 連線屬性，以將應用程式背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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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BM Optim Integrated Data Management 元件可接受的格式傳遞給 DB2。稍後可以使用 SQL 敘述從
DB2 特殊註冊中擷取此資訊。
若要在 IBM Cognos BI 中啟用此功能，您必須修改為您的 IBM Cognos 環境配置的每個 IBM Cognos
Report Server 電腦上的 CQEConfig.xml 檔案 (第211頁)。因此此功能在查詢層級設定，所以會在每次
執行報表時均自動更新與連線屬性相關聯的資訊。
以下清單顯示可以由 IBM Cognos BI 變更的 DB2 CLI 連線屬性以及這些屬性可以傳遞至 DB2 的資
訊類型：
●

SQL_ATTR_INFO_USERID
指定執行報表的使用者之名稱。

●

SQL_ATTR_INFO_WRKSTNNAME
指定安裝了使用者瀏覽器的系統之地址。

●

SQL_ATTR_INFO_APPLNAME
指定與該查詢相關聯的套件名稱。如果字串長於32個字元，它會溢位至帳戶字串中的$SLOT2。

●

SQL_ATTR_INFO_ACCTSTR
指定將請求與 IBM Cognos BI 相關聯的前綴或字串。值包括：

值

說明

COG

將請求與 IBM Optim Integrated Data Management 中的 IBM Cognos 產品相關聯。

ccc

將請求與 IBM Cognos 解決方案相關聯。對於 8.4 版，這將設定為 BI。

vr

指定 IBM Cognos 產品的版本，例如 8.4。

其他帳戶 此資訊分為以下欄位 (屬性)：
資訊
● $SLOT2 - $packageName ($SLOT1 的溢位部分)
●

$SLOT3 - $reportName

●

$SLOT4 - $queryName

●

$SLOT5 - $reportPath

每個屬性都具有固定長度，允許包含不超過 46 個位元組的字串，如有必要，使用空
白填充。因為報表路徑、模型路徑等通常較長，所以可能會縮短字串以適應空格限
制。
附註：在 DB2 中，傳遞至 API 的值可能無法包含單個引號字元，此類字元會被轉換
為空格。如果字元集編碼的字元使用多個位元組，則字元會被轉換為「?」，以避免
溢位。在使用 Unicode 而使一個字元可能需要 2 個以上位元組時，此功能將很重要。

啟用支援 DB2 CLI 連線屬性的步驟
1. 將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CQEConfig.xml.sample 檔案複製到 c10_location/bin，然後將其重新命
名為 CQEConfig.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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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如果已將 CQEConfig.xml 用於其他用途，例如關閉工作階段快取，則其可能已存在於
c10_location/bin 目錄中。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既有 CQEConfig.xml 檔案執行剩餘的步驟。
2. 在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bin/CQEConfig.xml。
請確保您的編輯器支援以 UTF-8 格式儲存檔案。
3. 找到 <section name="QueryEngine"> 元素並在 DB2WFM 項目中新增值 1，如下所示：
<section name="QueryEngine">

<entry name=" DB2WFM" value="1"/>

… </section>

若要關閉此功能，請將值設定為零或移除該元素。
4. 儲存 CQEConfig.xml 檔案。
5. 為在您的 IBM Cognos 環境中配置的每台 Report Server 電腦重複這些步驟。
6.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將應用程式內容新增至動態 SQL
資料庫伺服器管理員可以記錄並分析由 IBM® Cognos® 軟體產生的動態 SQL 工作量。
作為 IBM Cognos 管理員，您可以定義一個包括應用程式內容的自訂字串，該應用程式內容作為備
註標示新增至由該應用程式產生的 SQL。您可以使用文字、巨集和工作階段變數 (例如使用者名
稱、伺服器名稱、限定的報表路徑等) 來自訂由 Cognos 軟體產生的備註。
附註：資料庫管理員應檢查自己的資料庫用戶端是否在將敘述傳送至伺服器之前去除敘述中的備
註。此選項很可能可進行配置，請檢查資料庫用戶端提供程式。
透過使用適用的工作階段變數，您可以為從動態 SQL 萃取備註的特定工具和產品配置字串格式。
如果供應商支援此功能，IBM Cognos 軟體會將其產生的所有動態 SQL 中的備註加入關係資料庫管
理系統 (RDBMS)。
使用產品中附帶的 CQEConfig.xml.sample 檔案自訂字串規格。該檔案中的巨集顯示 IBM Cognos 軟
體用於產生備註的預設項目。然而，您也可以新增其他項目。
以下的範例顯示 CQEConfig.xml.sample 檔案中您可以在巨集內指定的各種工作階段變數：
<configuration company="Cognos" version="0.1" rendition="cer2"> <component name="CQE">
<section name="QueryEngine">
<entry name="GenerateCommentInNativeSQL" value="1"/>
<!-- (
default(off)=0, on=1) -->
<entry name="GenerateCommentInCognosSQL" value="1"/>
<!-- (
default(off)=0, on=1) -->
<!-- The content of the comments is controlled with two entries,
their defaults are specified in the value attribute -->
<entry name="NativeCommentMacro"
value="# 'NC user=' + $account.defaultName + 'report=' + $report + 'start=' + $startTime +
'modelPath=' + $modelPath + 'reportPath=' + $reportPath + ' queryName=' + $queryName + '
REMOTE_ADDR=' + $REMOTE_ADDR + 'HTTP_HOST=' + $HTTP_HOST + 'SERVER_NAME=' + $SERVER_NAME +'
requestID=' + $requestID + 'sessionID=' + $sessionID #"/>
<entry name="CognosCommentMacro"
value="# 'CC user=' + $account.defaultName + 'report=' + $report + 'start=' + $startTime +
'modelPath=' + $modelPath + 'reportPath=' + $reportPath + ' queryName=' + $queryName + '
REMOTE_ADDR=' + $REMOTE_ADDR + 'HTTP_HOST=' + $HTTP_HOST + 'SERVER_NAME=' + $SERVER_NAME +'
requestID=' + $requestID + 'sessionID=' + $sessionID #"/>
</section> </component>
</configuration>

執行時，以上範例中所使用的巨集會將以下備註新增至自動產生的 SQL 或原生 SQL 中：
/* CC user=Anonymous report=REPORT1 start=2008-08-28T01:59:35.403Z modelPath=/content/package
[@name='New Package']/model[@name='model']reportPath=/content/package[@name='New Package']/
report[@name='REPORT1'] queryName=Query1 REMOTE_ADDR=127.0.0.1 HTTP_HOST=localhost SERVER_
NAME=localhost requestID=wq2lshM9jGhqdMj9h92MqlqvdMlhyMlGq9lyG9sq sessionID=010:0d159165-745a11dd-ac9f-b741aeca4631:2789499633 */ select distinct
ALL_TIME.CALENDAR_WEEKDAY as
CALENDAR_WEEKDAY from
EAPPS..EAPPS.ALL_TIME ALL_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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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產生的備註中的所有資訊在所有情況下均有意義。請求和工作階段 ID 資訊提供稽核設施、
perfQFS 效能資訊以及 IBM Cognos8.4 中其他追蹤的連結。然而，報表中查詢的名稱以及報表本身
都可能沒有意義，例如，使用者執行即席查詢或分析而不是執行儲存的查詢、分析或報表時。
依預設，匿名使用者無法查看產生的備註中所有的工作階段變數。

使用 CQEConfig.xml.sample 檔案的步驟
1. 將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CQEConfig.xml.sample 檔案複製到 c10_location/bin 並將其重新命名
為 CQEConfig.xml。
附註：如果已將 CQEConfig.xml 用於其他目的 (例如關閉工作階段快取)，則其可能已存在於
c10_location/bin 目錄中。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既有 CQEConfig.xml 檔案執行剩餘的步驟。
2. 在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bin/CQEConfig.xml。
請確保您的編輯器支援以 UTF-8 格式儲存檔案。
3. 尋找以下列字串開頭的代碼行，並對其取消備註：
entry name="GenerateCommentInNativeSQL"...
entry name="GenerateCommentInCognosSQL"...
entry name="NativeCommentMacro"...
entry name="CognosCommentMacro"...

4. 如果您願意，則可以透過指定所需的參數值並刪除您不需要的參數來修改 NativeCommentMacro
和 CognosCommentMacro。
如果將某個參數值留為空白，則該參數不會顯示在產生的備註中。
5. 儲存 CQEConfig.xml 檔案。
6.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保護資料來源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安全性或特定於資料來源的安全性來保護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的 IBM
Cognos 安全性不會覆蓋資料來源已經存在的安全性政策。例如，對於 IBM Cognos Cube，可能會在
Cube 層級上設定安全性。對於 Microsoft® Analysis Server 資料來源，可能會使用 Cube 角色設定安
全性。
根據資料來源，可以使用以下一種或多種驗證方法：
●

無驗證
IBM Cognos 軟體在未提供任何登入憑證的情況下登入到資料來源。

●

IBM Cognos 服務憑證
IBM Cognos 軟體使用為 IBM Cognos 服務指定的登入登入到資料來源。使用者不需要單獨的資
料庫登入。但是對於生產環境，單獨的資料庫登入通常更加適用。

●

外部名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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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gnos 軟體使用憑證登入到資料來源，該憑證用於通過指定驗證名稱環境的驗證。名稱
環境必須處於使用中狀態，使用者必須在存取資料來源之前登入，而且用於名稱環境的驗證
憑證必須與資料來源驗證相關。
所有資料來源也支援為 [每一個人] 群組或單個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第231頁) 定義的資料來源登
入。如果資料來源要求登入，但是您不具有對此資料來源登入的存取權限，則您每次存取該資料
來源時都會提示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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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服務支援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動態查詢模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來源
與連線"(第173頁)。
使用 Cognos Administration，您可以執行以下查詢服務管理任務。
●

設定查詢服務性質 (第215頁)

●

管理查詢服務快取 (第216頁)

此外，您可以為查詢服務設定稽核記錄層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稽核製表"(第94頁)。
您必須具有必要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存取權限和
憑證"(第237頁)。您還必須具有查詢服務管理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設定查詢服務性質
下表說明您可以為查詢服務設定的性質。

參數

說明

是否啟用查 啟用或關閉查詢執行追蹤 (執行樹狀目錄追蹤)。查詢執行追蹤可讓您檢視針對一個資料來源執行的
詢執行追 查詢，並用於對與查詢相關的問題進行故障排除。
蹤？
選取 [是] 或 [否]。預設為 [否]。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執行追蹤記錄：
c10_location/logs/XQE/reportName/runtreeLog.xml。
您可以使用 Dynamic Query Analyzer 檢視和分析 runtreeLog.xml 檔案。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位於以下
位置的 IBM Cognos 客戶服務中心的 [Proven Practices] (經過證明的實踐) 部分中的《IBM Cognos 10
Dynamic Query Cookbook》：
http://www.ibm.com/software/data/cognos/customercenter/
是否啟用查 啟用或關閉查詢計劃追蹤 (計劃樹狀目錄)，該追蹤會擷取查詢的轉換程序。您可以使用此資訊進一
詢計劃追 步瞭解為產生執行樹狀目錄而執行的決策和規則。
蹤？
選取 [是] 或 [否]。預設為 [是]。
會為使用動態查詢模式的每個查詢記錄查詢計劃追蹤。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計劃追蹤記錄：
c10_location/logs/XQE/reportName/plantreeLog.xml
由於計劃記錄很大，因此在啟用此設定後，查詢效能會受影響。
關閉查詢計 指定是否可以重複使用服務快取查詢計劃。快取查詢計劃會佔用其他資源，並且可能不適合您的環
劃快取
境。
選取 [是] 或 [否]。預設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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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空閑連線逾 指定保持空閑資料來源連線以供重複使用的時間 (以秒計)。
時
預設設定為 300。有效輸入為 0 到 65535。
較低的設定可以減少連線數，但以降低效能為代價。較高的設定可以提高效能，但會增加至資料來
源的連線數。
將模型寫入 指定在執行查詢時，查詢服務是否應將模型寫入檔案。該檔案僅用於故障排除目的，且須在客戶支
檔案
援人員的指導下作業。
選取 [是] 或 [否]。預設為 [否]。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該檔案：
c10_location/logs/model/packageName.txt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4. 按一下 Dispatcher，以查看服務清單。
5. 在 [查詢服務] 旁邊，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在 [值] 欄中，為要變更的設定鍵入或選取值。
8. 按一下 [確定]。

查詢服務快取管理
快取會重複使用先前執行的結果，並在可能情況下避免對資料庫執行新的查詢。當在進行少量修
改後重新執行報表、在同一 Cube 中執行分析，以及對大型報表執行重複的主-明細請求時，快取
可以提高效能。快取會保留執行請求之使用者的安全性權限。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可以：
●

清除快取 (第216頁)

●

分析快取使用情況 (將快取狀態寫入檔案) (第217頁)

●

排程查詢服務快取任務 (第217頁)

清除快取中的所有內容
為避免使用可能儲存於快取中的過期資料，您可以清除快取。如果您的資料來源中繼資料不經常
變更，或者如果您要在自動排程的快取清除期間清除快取，您可能需要手動清除快取。使用以下
步驟清除快取可清除快取中的所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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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清除特定資料來源、目錄或 Cube 對應的快取，請建立一個查詢服務管理任務。如果您的
資料來源中繼資料經常變更並且您想要設定一個自動快取清除時間表，則您可能也需要建立一個
查詢服務管理任務。例如，您可能需要設定一個時間表，以在每小時、每天或每週清除一次快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和排程查詢服務管理任務"(第217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查詢服務快取]。
4. 為快取清除選取伺服器群組。
5. 按一下 [清除快取]。
將顯示 [清除快取] 指令的狀態。
如果快取正在由一個或多個待定的報表或查詢使用，則該指令會在內部將其標記為「失效」，
並在該使用結束後立即自動清除該快取。
6. 按一下 [關閉]。

分析快取使用情況
您可以透過製作顯示指定 Cube 快取的狀態 (針對 Cube 不同層級的快取擊中數和快取未中數) 的時
間戳 XML 檔案，來分析快取使用情況。
這對在任意時刻查出位於快取中的 Cube 十分有用。該檔案中包含一個清單，其中列出了目前快取
的 Cube 的資料來源名稱、目錄名稱和 Cube 名稱。這可以協助您確定何時清除快取。
該報表儲存在 c8_location/logs 目錄中。該檔名的格式為 SALDump_前綴_資料來源名稱_類別名稱
_Cube 名稱_timestamp.xml。
您也可以排程讓快取狀態寫入自動執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和排程查詢服務管理任
務"(第217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查詢服務快取]。
4. 為快取清除選取伺服器群組。
5. 按一下 [寫入快取狀態]。
將顯示 [寫入快取狀態] 指令的狀態。
6. 按一下 [關閉]。

建立和排程查詢服務管理任務
您可以建立查詢服務管理任務來執行以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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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程快取清除和清除快取，以控制特定資料來源或 Cube 佔用的記憶體空間

●

排程時間戳報表的產生 (寫入快取狀態)

您也可以手動清除整個快取 (第216頁)，並手動將快取狀態寫入報表 (第217頁)。
您可以建立查詢服務管理任務，並根據需要執行這些任務。您可以按排程的時間"時間表管理"(第319
頁)或基於觸發器 (例如資料庫重新整理或電子郵件) (第324頁) 執行這些任務。您可以將這些任務排
程為某項工作的一部分 (第322頁)。您還可以檢視查詢服務管理任務的執行歷程記錄 (第314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內容管理]。
4. 按一下右上角的 [新查詢服務管理任務] 按鈕

。

5. 指定名稱、說明、螢幕提示和位置。按一下 [下一步]。
6. 選取下面一項作業：[清除快取] 或 [寫入快取狀態]。
7. 輸入資料來源、目錄和 Cube。按一下 [下一步]。
輸入星號 (*) 作為萬用字元可指定所有內容。
8. 選擇所需的動作：
●

若要立即或稍後執行任務，請按一下 [儲存並執行一次]，然後按一下 [完成]。為執行指定
時間和日期，然後按一下 [執行]。審閱執行時間並按一下 [確定]。

●

若要將任務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請按一下 [儲存並排程]，然後按一下 [完成]。
然後，選取頻率以及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暫時關閉時間表，請選取 [關閉時間表] 核選方塊。若要檢視時間表狀態，請
參閱"管理已排程的活動"(第313頁)。

●

若要儲存未排程或執行的任務，請按一下 [僅儲存]，然後按一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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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您定期備份 IBM® Cognos® 軟體資料和配置設定，以及 Framework Manager 專案和模型。
在電腦損壞或被盜的情況下，此作業可以避免資料遺失。電腦作業後，您可以復原您的資料。
由於備份消耗系統資源，因此如果在備份資料庫的同時執行 IBM Cognos 軟體，其效能將會受影
響。
如果您從預設位置變更加密和簽名金鑰設定的位置，請確保備份包含加密和簽名金鑰設定的目錄。
如果金鑰儲存庫使用密碼來確保安全，請確保保留這些密碼。
您備份的資料會復原到同一台電腦。如需有關將資料從一台電腦移動到其他電腦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部署"(第327頁)。
如需有關在升級軟體前備份資料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和配置指
南》中的升級主題。
如果您使用來源控制系統儲存 Framework Manager 專案，則無需備份您的專案。
如果您已自訂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或 Content Store 中的任何資訊，請確保正確備份這些資訊。

備份 Content Store 的步驟
1. 備份 Content Store。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庫文件。
2. 將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複製到備份位置。
此目錄包含配置設定。
如果您必須復原配置設定，則您可以將備份的目錄複製到正確的位置。
如需有關復原 Content Store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庫文件。

備份 Framework Manager 專案和模型的步驟
●

將 Framework Manager 專案目錄及其子目錄複製到備份位置。
依預設，專案和模型位於 My Documents/My Projects。

如果您必須復原 Framework Manager 專案和模型，則您可以將備份的目錄複製到正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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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11：資料移動項目
Data Manager 的主要用途是建立資料倉庫和資料儲存庫，以用於製表、分析和效能管理。Data
Manager 透過以下方法實現該目的
●

從多個來源中萃取作業資料

●

轉換和合併資料，以加速企業範圍的製表和分析

●

將轉換的資料傳送至協調資料集區

Data Manager 可用於將資料轉移至單個資料庫表格中，而在需要更複雜的轉移的情況下，則可用
於植入資料倉庫數據表和維度表。
Data Manager 可以透過向 Framework Manager 傳送中繼資料與其他 IBM®Cognos®Business Intelligence
產品整合。這使得目標資料倉庫和資料儲存庫可以模式化，並且可以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和效能管理專案中使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Data Manager User Guide》。
在 IBM Cognos 軟體中，Data Manager 任務包含在資料移動項目中。資料移動項目公佈到 IBM Cognos
軟體之後，請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執行以下作業：
●

執行項目 (第221頁)

●

變更預設性質 (第222頁)

●

建立資料移動檢視 (第223頁)

您可以排程在指定時間或基於觸發器 (例如資料庫重新整理和電子郵件) 執行資料移動項目 (第319
頁)。如果您要將代理程序 (第401頁) 用於資料移動項目，請將該項目包括為工作的一部分 (第322
頁)，然後將該工作包括在代理程式中。
您可以檢視資料移動項目的執行歷程記錄(第314頁)，以及重新執行失敗的資料移動項目(第316頁)。

變數
使用者定義的變數是名稱/值對，其影響 Data Manager 程式的作業、儲存在 Build 和 JobStream 中使
用的值，並且控制 JobStream 的流程。當您為項目設定性質時，可以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使用 [變
數] 標籤來編輯既有的變數和為資料移動項目新增新變數。例如，您可能具有名稱/值對「ROWS/
100」，其為資料移動項目傳回 100 列。
變數的名稱必須
●

以字母字元開頭

●

僅包含字母數字字元和底線

變數的名稱不區分大小寫，並且您可以在變數名稱中混合使用大寫字元和小寫字元。

執行資料移動項目
您可以隨時手動執行資料移動項目，以執行其包括的 Data Manager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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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還可以排程資料移動項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時間表管理"(第319頁)。
您必須具有資料移動項目的所需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您要執行的資料移動項目旁邊的 [動作] 工具列上，按一下
[用選項執行] 按鈕

。

2. 在 [時間] 下，選取 [現在] 以立即執行資料移動項目，或選取 [稍後] 指定以後的日期和時間。
3. 按一下 [執行]。
螢幕將顯示確認頁面。
4. 按一下 [確定]。

變更預設資料移動項目性質
您可以變更在 Data Manager 中為資料移動項目設定的預設值，例如所有人、語言和變數 (第221頁)。
您可以執行資料移動項目、排程資料移動項目並設定執行歷程記錄的發生次數和持續時間。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時間表管理"(第319頁)。您可以關閉項目 (第277頁)。
您可以檢視該項目在入口網站中的位置及其 ID (第268頁)。
您必須具有資料移動項目的所需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您要執行的資料移動項目旁邊的 [動作] 工具列上，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

2. 按一下 [一般] 標籤。
3. 如果您要使自己成為該項目的所有人，請按一下 [使我成為所有人]。
4. 如果您要設定項目的聯絡人或電子郵件位址，請按一下 [設定聯絡人]，然後按一下 [選取聯絡
人] 或 [輸入電子郵件位址]。
5. 如果您要變更與項目相關聯的圖示，請按一下 [編輯]，為項目指定新圖示，然後按一下 [確
定]。
6. 如果您要選取其他語言，請從 [語言] 功能表中進行選取。
7. 如果願意，您可以輸入或變更資料移動項目的 [名稱]、[說明] 和 [畫面提示]。
8. 如果您要設定 [執行歷程記錄] 選項，請按一下 [發生次數]，並設定執行重複的次數，或按一
下 [持續時間] 並設定執行項目的天數。
9. 按一下 [確定]。
該資料移動項目在下次執行時，將使用這些性質而不是原始預設值。

222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11：資料移動項目

建立資料移動檢視
您可以建立資料移動檢視，該檢視使用與來源資料移動項目相同的規格，但具有不同的性質，例
如時間表和變數 (第221頁)。
建立資料移動檢視不會變更原始資料移動項目。您可以透過檢視資料移動檢視的性質來確定來源
資料移動項目。這些性質還提供至來源項目性質的連結。
如果來源項目移至其他位置，不會破壞資料移動檢視連結。如果來源項目已被刪除，檢視圖示會
發生變更指示連結中斷

，並且至來源項目的性質連結也會被移除。

您可以執行資料移動檢視、排程資料移動檢視並設定執行歷程記錄的發生次數和持續時間。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時間表管理"(第319頁)。您可以關閉項目 (第277頁)。
您必須具有資料移動項目的所需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您要用來建立資料移動檢視的資料移動項目。
2. 在 [動作] 下，按一下資料移動項目旁邊的 [資料移動檢視] 按鈕

。

3. 在 [名稱] 方塊中，鍵入項目的名稱。
4. 如果需要，可以在 [說明] 和 [螢幕提示] 方塊中，鍵入項目的說明。
當您將偏好設定設為使用明細檢視時，該說明將顯示在入口網站中(第283頁)。當您將指標懸
停在入口網站中該項目的圖示上時，將顯示螢幕提示 (最多 100 個字元)。
5. 如果您不想使用顯示在 [位置] 下的目標資料夾，請按一下 [選取其他位置]，然後選取目標資
料夾並按一下 [確定]。
6. 按一下 [完成]。
資料移動檢視與原始項目具有相同的執行選項和性質。若要變更預設性質，請參閱"變更預設資料
移動項目性質 "(第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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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12：安全性模型
IBM® Cognos® 軟體安全性旨在滿足不同情況下的安全性需求。您可以在任何環境 (從極少啟用安
全性的概念應用程式的驗證到大規模的企業部署) 中使用安全性。
安全性模型可以輕鬆地與組織中既有的安全性基礎架構進行整合。它建立在一個或多個驗證提供
程式之上。您可以使用提供程式來定義和維護使用者、群組和角色，以及控制驗證程序。IBM
Cognos 軟體已知的每個驗證提供程式都被稱為一個名稱環境

。

除了表示驗證提供程式的名稱環境外，IBM Cognos 軟體還具有一個內建名稱環境，名為 Cognos。
Cognos 名稱環境可以增強組織的安全性政策和應用程式的部署能力。
IBM Cognos 軟體中的安全性是可選的。如果未啟用安全性，則表示未配置任何驗證提供程式，因
此所有使用者存取均為匿名。通常，匿名使用者具有有限的唯讀權限。

驗證提供程式
IBM® Cognos® 軟體中的使用者驗證由驗證提供程式進行管理。驗證提供程式可以定義用於驗證的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使用者名稱、ID、密碼、區域設定、個人偏好設定是提供程式中所儲存的
資訊的部分範例。如果您為 IBM Cognos 軟體設定了驗證，則使用者在登入時必須提供有效的憑
證，例如使用者 ID 和密碼。在 IBM Cognos 軟體環境中，驗證提供程式也稱為名稱環境，在使用
者介面中使用名稱環境項目

進行表示。

IBM Cognos 軟體不會複製驗證提供程式中定義的使用者、群組和角色。但是，您可以在設定對報
表和其他內容的存取權限時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參考它們。它們也可以成為 Cognos 群組和角色
的成員。
此版本支援以下驗證提供程式：
●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

●

IBM Cognos Series 7

●

自訂 Java™ 提供程式

●

eTrust SiteMinder

●

LDAP

●

NTLM

●

SAP

●

RACF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配置驗證提供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
南》。

多個名稱環境
如果為系統配置了多個名稱環境，則工作階段開始時您必須選取一個要使用的名稱環境。但是，
這不會阻止您稍後登入到工作階段中的其他名稱環境。例如，如果設定存取權限，您可能希望參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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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其他名稱環境中的項目。若要登入到其他名稱環境，您不必從目前使用的名稱環境中登出。您
可以同時登入到多個名稱環境。
工作階段開始時用來登入的名稱環境和憑證為首要登入。在工作階段中稍後登入的名稱環境和使
用的憑證將成為次要登入。
刪除其中一個名稱環境後，您可以使用其他名稱環境進行登入。如果刪除除 Cognos 名稱環境以外
的所有名稱環境，則系統不會提示您登入。如果啟用了匿名存取，您將自動以匿名使用者身分登
入。如果未啟用匿名存取，則不能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入頁面。在這種情況下，請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啟用匿名存取。

隱藏名稱環境
您可以在登入期間對使用者隱藏名稱環境。這使您可以具有可信的登入名稱環境，而不必向使用
者顯示名稱環境選擇清單 (在使用者登入時顯示)。
例如，您可能要在系統中整合單一登入，但要保留客戶直接透過 IBM Cognos 軟體進行驗證而不必
根據提示選擇名稱環境的功能。
可以隱藏您配置的自訂 Java 提供程式和 eTrust SiteMinder 名稱環境。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刪除或復原未配置的名稱環境
您可以將名稱環境及其所有內容保留在 Content Store 中，即使它們不再被配置為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使用。如果未配置名稱環境，則該名稱環境在目錄工具中將列為非作用中。
非作用中的名稱環境為已配置但稍後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刪除的名稱環境。系統管理員
角色的成員可以從 Content Store 中刪除名稱環境。您無法登入到非作用中的名稱環境。
如果 IBM Cognos 軟體的新版本偵測到已不再使用的先前配置的名稱環境，則該名稱環境將在目錄
工具中顯示為非作用中。如果仍需要該資料，您可以再次配置該名稱環境。如果不需要該名稱環
境，您可以將其刪除。
刪除名稱環境時，也會刪除我的資料夾中與該名稱環境相關聯的所有項目及其內容。
作用中的名稱環境無法刪除，但可以更新。
若要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重新建立名稱環境，必須使用該名稱環境的原始 ID。如需有關
配置和重新建立名稱環境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

刪除非作用中的名稱環境
如果某名稱環境已從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移除並且不再需要，則 [系統管理員] 角色的成
員可以在目錄工具中將其永久刪除。刪除名稱環境也會刪除我的資料夾中與該名稱環境相關聯的
所有項目。
若要存取目錄管理工具，必須擁有 [資料來源連結] 安全功能的執行權限，以及管理安全功能的遍
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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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要刪除的名稱環境在 [作用中] 欄中沒有核選標記，則該名稱環境處於非作用中，可以
刪除。
3.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刪除] 按鈕。
如果名稱環境處於作用中，則 [刪除] 按鈕無法使用。
該名稱環境將永久刪除。若要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再次使用該名稱環境，您必須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新增該名稱環境。

驗證
驗證是根據使用者身分授予或拒絕對資料的存取，以及指定可以對該資料執行的動作的程序。
IBM® Cognos® 軟體驗證可以向使用者、群組和角色指定權限，以允許它們對 Content Store 物件 (例
如資料夾和報表) 執行動作 (例如讀取或寫入)。Content Store 可以被視為資料物件的階層架構。這
些物件不僅包括資料夾和報表，還包括用於報表建立、目錄和伺服器的套件。
IBM Cognos 管理員向使用者分發報表時，可以設定儲存報表和其他物件的資料夾。這樣他們就可
以保護這些資料夾，以便只有經過授權的人員才可以檢視、變更資料夾內容，或使用資料夾內容
執行其他任務。
如需有關設定對 IBM Cognos 項目的存取權限的資訊，請參閱"存取權限和憑證"(第237頁)。如需有
關 Content Manager 物件階層架構和初始權限的資訊，請參閱"初始存取權限 "(第731頁)。

Cognos 名稱環境
Cognos® 名稱環境是 IBM® Cognos 軟體的內建名稱環境。它包含 IBM Cognos 物件，例如群組、角
色、資料來源、通訊取組清單和聯絡人。
在 Content Store 初始化期間，將在此名稱環境內建立內建和預先定義的安全性項目 (第259頁)。您
必須在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軟體後立即修改這些項目和 Cognos 名稱環境的初始安全性設定(第261
頁)。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重新命名 Cognos 名稱環境，但無法將其刪除。該名稱環境始
終處於作用中。
在 IBM Cognos 軟體中設定安全性時，您可能希望使用 Cognos 名稱環境建立特定於 IBM Cognos 軟
體的群組和角色。在此名稱環境中，您還可以建立間接參考驗證提供程式中安全性項目的安全性
政策，以便可以更輕鬆地將 IBM Cognos 軟體從一個安裝部署到另一個安裝 (第328頁)。
Cognos 名稱環境始終存在於 IBM Cognos 軟體中，但對其所包含的 Cognos 群組和角色的使用是可
選的。在 Cognos 名稱環境中建立的群組和角色可以重新封裝驗證提供程式中存在的使用者、群組
和角色，以最佳化其在 IBM Cognos 環境中的使用。例如，在 Cognos 名稱環境中，您可以建立名
為 HR 經理的群組，並將其從驗證提供程式中定義的公司 IT 和 HR 組織中新增到特定使用者和群
組。稍後，您可以將 HR 經理群組的存取權限設定為可以存取 IBM Cognos 軟體中的項目。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是一種安全性工具，用於補充應用程式層級的既有 IBM Cognos 軟
體安全性基礎架構。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會分析、修改和驗證 HTTP 和 XML 請求，然後
Gateway 或 Dispatcher 才會處理這些請求，並且將其傳送到請求的用戶端或服務。對於 IBM Cog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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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閘道器和 Dispatcher，CAF 可以起到智慧代理的作用，防止 IBM Cognos 元件受到惡意資料的
侵害。惡意資料的最常見形式為緩衝區溢位和跨站指令碼 (XSS) 攻擊 (透過在有效頁面上進行指令
碼插入或導向其他網站)。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為 IBM Cognos 元件提供安全性功能，包括資料驗證和保護 (第228頁)、
記錄和監控 (第228頁) 以及輸出保護。
依預設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將啟用，並且不能關閉。
您可以獨立於其他 IBM Cognos 元件更新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如需有關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和《Architecture and
Deployment Guide》。

資料驗證和保護
根據一組預先定義的變數規則進行的輸入資料的驗證可以確保資料為預期的格式。根據此組規則
將檢查 HTML 變數、XML 資料、cookie 值和參數。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執行參數的正面驗證，而非僅搜尋已知指令碼插入標記或常見
SQL 插入簽名。每個參數均根據規則進行驗證，該規則要求特定的資料類型使用特定的格式。 如
果資料與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規則不相符，則會被拒絕。
為了提供更強大的驗證，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可以符合一般表示式樣式，以保護使用複雜格
式的資料輸入。

有效網域或主機清單
透過修改表單參數誘使使用者進入有害網址是常見的攻擊類型。產品的後退按鈕和錯誤 URL 特性
是此攻擊類型的首要目標。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會限制後退 URL 可存取的主機和網域清單。 可以使用主機名稱清單 (包
括埠號和網域) 配置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如果後退 URL 包含清單中未顯示的主機或網域，
則請求將被拒絕。依預設，Dispatcher 的主機名稱將新增到清單中。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配置清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記錄和監控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可以監控和記錄對 IBM Cognos Gateway 和 Dispatcher 的所有存取。
使用記錄可以追蹤對 IBM Cognos 應用程式的可能攻擊或不當使用情況。
您可以配置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以記錄對特定檔案的存取或使用 IBM Cognos 記錄應用程式
(IPF) 記錄。 如果啟用了記錄，則將記錄所有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失敗的請求。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提示：您可以使用 Web 伺服器請求記錄來取得有關可疑攻擊中來源客戶端 IP 位址的詳細資訊。

跨站指令碼 (XSS) 編碼
很多客使用其他應用程式 (例如 eTrust SiteMinder) 來檢查跨站指令碼漏洞。這些產品可以阻止包含
特定字元的 HTTP 取出請求。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可以將字元編碼在帶有 URL 的層疊樣式表 (CSS) 中，以防止其他跨站指
令碼工具阻止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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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XSS 編碼功能僅適用於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的客戶。
依預設，會關閉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XSS 編碼。若要啟用此功能，請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錯誤訊息的篩選
某些錯誤訊息可能包含敏感資訊，例如伺服器名稱。依預設，IBM Cognos 軟體中的錯誤訊息明細
將路由至 IPF 記錄檔案中，並且啟用安全錯誤訊息選項。呈現給使用者的資訊只表示錯誤的發生，
不附帶任何明細。
透過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變更 [詳細的錯誤說明] 功能，您可以指定可擷取包括敏感資訊
在內的全部錯誤明細的使用者。通常，此功能將分配給目錄管理員，但您也可以將其分配給其他
使用者。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如需有關擷取全部錯誤明細的資訊，請參閱"檢視安全錯誤訊息的全部明細"(第99頁)。

參數簽名
參數簽名可以保護參數值在傳送至網頁瀏覽器時不被篡改。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可以對參數
或資料的特定部分進行簽名。簽名僅在特定情況下使用。它可以在啟用 CAF 時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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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使用者、群組與角色的目的在於進行驗證和授權。
您可以使用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建立的群組與角色以及在驗證提供程式中建立的使用者、群組
與角色。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建立的群組和角色稱為 Cognos 群組和 Cognos 角色。

使用者
使用者項目在驗證提供程式中進行建立和維護，以唯一識別人或電腦帳戶。您無法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建立使用者項目

。

有關使用者的資訊 (例如姓、名、密碼、ID、區域設置和電子郵件位址) 儲存在提供程式中。但
是，這可能不是 IBM Cognos 軟體所需的全部資訊。 例如，資訊未指定使用者個人資料夾的位置
或用於檢視報表的格式偏好設定。此類有關使用者的其他資訊儲存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但在
IBM Cognos 軟體中進行處理時，此類資訊將顯示為外部名稱環境的一部分。

Series7 使用者
如果您配置了 IBM Cognos Series 7 驗證提供程式 (第225頁)，則該名稱環境中的使用者必須至少屬
於 IBM Cognos 軟體中可用使用者的一個 Access Manager 使用者類別。
例如，如果您在 Series 7 Access Manager 中建立了一個新使用者並將該使用者分配給某使用者類別，
但稍後又從該使用者類別中移除了該使用者，則在 IBM Cognos 軟體中您無法以該使用者身份登
入。

刪除和重新建立使用者
對於 Series7 和 NTLM 驗證提供程式，刪除和重新建立使用者時無法保持相關聯的性質和項目。例
如，如果使用者在 [我的資料夾] 中建立物件，而後刪除該使用者，則 [我的資料夾] 物件不再與該
使用者相關聯。即使重新建立具有相同名稱的使用者，也不會復原該物件。
如果您使用 LDAP 伺服器，則 [我的資料夾] 物件的穩定性取決於如何使用 ID。如果 LDAP 提供程
式的配置將預設屬性 dn 用於唯一識別碼參數，則以相同名稱復原的使用者將保持原使用者的 [我
的資料夾] 物件。如果您將 [唯一識別碼] 參數變更為由 LDAP 伺服器設定的唯一屬性 (例如 Sun
Java™ System 的 nsuniqueid)，則將遺失已刪除使用者與 [我的資料夾] 物件的關聯，並將為具有相同
名稱的使用者建立新的 [我的資料夾]。
您可以刪除、複製和變更使用者設定檔。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使用者設定檔"(第357頁)。

使用者區域設置
區域設置指定字元類型、對照、日期和時間格式、貨幣單位以及訊息的語言資訊和文化習俗。您
可以為 IBM® Cognos® 軟體中的各個產品、內容、伺服器、編寫員和使用者指定區域設置。
使用者區域設置是指每個 IBM Cognos 使用者的產品和內容區域設置。使用者的請求抵達時會伴隨
相關區域設置。IBM Cognos 軟體必須確定使用者的語言和區域設置偏好設定，並在您以不同語言
分發報表時強制使用相應的回應區域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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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區域設置指定使用者要用於格式化日期、時間、貨幣和數字的預設設定。IBM Cognos 軟體
將使用此資訊向使用者顯示資料。
IBM Cognos 軟體將按照如下列出的順序來檢查這些來源，從而取得使用者區域設置的值：
使用者偏好設定

●

如果使用者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設定使用者偏好設定，則 IBM Cognos 軟體會將這些設
定用於使用者的產品和內容區域設置以及預設格式選項。使用者偏好設定將覆蓋從驗證提供
程式中取得的值。
驗證提供程式

●

如果驗證提供程式具有已配置的區域設置設定，則 IBM Cognos 軟體會將這些值用於使用者的
產品和內容區域設置。
瀏覽器設定

●

匿名和訪客使用者無法設定使用者偏好設定。 對於這些使用者，IBM Cognos 軟體將從儲存在
使用者電腦上的瀏覽器中取得使用者區域設置。

群組和角色
[群組]
和角色表示在組織中執行類似功能或具有類似身份的使用者的集合。群組的範例有員
工、開發人員或銷售人員。群組的成員可以為使用者和其他群組。使用者登入時，無法選取要用
於工作階段的群組。他們始終以與其所屬群組相關聯的所有權限進行登入。
IBM® Cognos® 軟體中的 [角色]

與群組的功能類似。角色的成員可以為使用者、群組和其他角

色。
下圖顯示了群組和角色的結構。

群組

使用者

角色

群組

使用者

群組

角色

使用者可以成為 IBM Cognos 軟體中定義的群組和角色的成員以及驗證提供程式中定義的群組和角
色的成員。使用者可以屬於一個或多個群組或角色。如果使用者為多個群組的成員，其存取權限
將合併。
您可以在以下情況下建立 Cognos 群組和角色
●

無法在驗證提供程式中建立群組或角色

●

需要群組或角色跨多個名稱環境

●

需要可以部署的可移動群組和角色
在驗證提供程式中建立所需的群組和角色，並將其新增到相應的 Cognos 群組和角色中。

●

您要處理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特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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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避免組織的安全性系統被僅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使用的資訊塞滿

Series7 角色
如果您已經配置了 IBM Cognos Series 7 驗證提供程式(第225頁)，使用者集合 (即 Series 7 中所稱的
使用者類別) 顯示為 IBM Cognos 軟體中的角色。您可以使用單一登入存取 Series 7 和 IBM Cognos
軟體。如果您透過登入到 Series 7 啟動工作階段，然後存取 IBM Cognos 軟體，則您將自動使用第
一次登入時在 Series 7 中生效的角色。您無法使用其他 Series7 角色。
使用者可以在存取 IBM Cognos 軟體後使用 Series 7 中的其他角色。

用於執行報表和工作的角色
用於執行報表和工作的角色與交互執行報表的使用者 (第366頁)、作為報表所有人的使用者以及其
憑證用於執行已排程報表和工作的使用者 (第319頁) 相關聯。根據為執行報表選取的選項，程序可
以使用不同的角色。
●

執行選取作為所有人執行選項的報表時，程序將使用與報表所有人 (第239頁) 相關聯的所有角
色。

●

執行已排程報表或工作時，工作階段將使用與其憑證用於處理請求 (第242頁) 的使用者相關聯
的所有角色。

通訊群組清單作為群組和角色的成員
在某些名稱環境 (例如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中，通訊群組清單可能會顯示在某個群組或角色
的 [設定性質] 頁面的 [成員] 標籤上。但是，您無法將通訊群組清單新增到群組或角色成員，也無
法使用它們來設定對 IBM Cognos 使用者介面中項目的存取權限。
您可以使用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將 IBM Cognos 通訊群組清單新增到 Cognos 群組或角色成員。
但是，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無法用於將 Active Directory 通訊群組清單新增到 Active Directory 群
組。必須使用 Active Directory 管理工具執行此操作。

IBM Cognos Controller 群組和角色
對於 IBM Cognos 軟體，使用 IBM Cognos Controller 群組和角色可以配置安全性。如需有關使用這
些群組和角色來配置安全性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troller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建立 Cognos 群組或角色
Cognos® 群組的成員可以為使用者或其他群組。Cognos 角色的成員可以為使用者、群組或其他角
色。您可以從多個名稱環境中將在驗證提供程式和 IBM® Cognos 軟體中建立的項目新增為 Cognos
群組的成員。您也可以建立不具有任何成員的空群組。
如果打算建立參考多個名稱環境中的項目的群組或角色，您必須在開始任務之前登入到這些名稱
環境的每個名稱環境。否則，您將不會具有對要參考項目的完全管理權限。
建議您在設定對 IBM Cognos 軟體中項目的存取權限時，使用 Cognos 群組和角色，因為這樣可以
簡化部署程序 (第328頁)。
刪除 Cognos 群組或角色後，基於該群組或角色的使用者存取權限將不再起作用。您無法透過建立
具有相同名稱的群組或角色來復原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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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管理使用者、群組和角色，必須具有對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安全特性的執行權限和對 [管
理] 安全功能的遍訪權限(第733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3. 按一下 [Cognos] 名稱環境。
提示：如果您要刪除 Cognos 群組或角色，請選取其旁邊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刪除] 按
鈕。
4.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群組]

或 [新角色]

按鈕。

5. 在 [指定名稱與說明] 頁面中，鍵入名稱和新群組或角色的說明 (如果需要)，然後選取目標資
料夾並按一下 [下一步]。
6. 如果您想要建立沒有成員的群組，請按一下 [完成]。
7. 如果要向新群組或角色新增成員，請按一下 [新增]，然後選擇如何選取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

若要從列出的項目中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
的核選方塊。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
搜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找到您想要的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

若要鍵入您要新增的項目的名稱，請按一下 [類型] 並使用以下格式鍵入群組、角色或使
用者的名稱，其中使用分號 (;) 隔開每個項目：
namespace/group_name;namespace/role_name;namespace/user_name;
範例如下：
Cognos/Authors;LDAP/scarter;

8. 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項目顯示在 [選取項目] 方塊中時，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 若要選取清單中的所
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若要顯示使用者項目，請按一下 [顯示清單中的使
用者]。
9. 按一下 [完成]。

新增或移除 Cognos 群組或角色的成員
您可以透過新增或移除成員來修改 Cognos® 群組或角色的成員。
從 Cognos 群組或角色中移除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時，不會將它們從驗證提供程式或 IBM® Cognos
軟體中刪除。
如果打算修改參考多個名稱環境中的目的群組或角色，您必須在開始任務之前登入到這些名稱環
境的每個名稱環境。否則，您將不會具有對要修改項目的完全管理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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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管理使用者、群組和角色，必須具有對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安全特性的執行權限和對 [管
理] 安全功能的遍訪權限(第733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3. 按一下 [Cognos] 名稱環境。
4.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您想要修改其成員的群組或角色的性質按鈕。
5. 按一下 [成員] 標籤。
6. 如果要新增成員，請按一下 [新增] 並選擇如何選取成員：
●

若要從列出的項目中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
的核選方塊。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
搜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找到您想要的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

若要鍵入您要新增的項目的名稱，請按一下 [類型] 並使用以下格式鍵入群組、角色或使
用者的名稱，其中使用分號 (;) 隔開每個項目：
namespace/group_name;namespace/role_name;namespace/user_name;
範例如下：
Cognos/Authors;LDAP/scarter;

7. 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項目顯示在 [選取項目] 方塊中時，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 若要選取清單中的所
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若要顯示使用者項目，請按一下 [顯示清單中的使
用者]。
8. 若要從 Cognos 群組或角色中移除成員，請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指定要移除的使用者、群組或
角色，然後按一下 [移除]。
9.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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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存取權限和憑證，來保護您組織的資料。您可以執行以下任務：
●

為您組織的資料設定存取權限，即指定哪些使用者可以存取項目 (例如報表)存取權限和憑證

●

當其他使用者沒有足夠的存取權限來執行特定任務時，您可以建立信任的憑證來授權這些使
用者使用您的憑證信任的憑證。

●

管理您自己的資料來源憑證 (第243頁)

為項目設定存取權限
您可以為項目設定存取權限，來保護您組織的資料。您可以指定對 IBM® Cognos® 軟體中的特定報
表或其他內容具有存取權限的使用者和群組。您還可以指定他們可以對內容執行的動作。
設定存取權限時，您可以參考驗證提供程式使用者、群組、角色以及 Cognos 群組和角色。但是，
如果您計劃以後部署應用程式，我們建議您僅使用 Cognos 群組和角色來設定對 IBM Cognos 軟體
中項目的存取權限，以簡化流程 (第240頁)。

權限和允許的動作
您可以同意或拒絕以下存取權限。

權限

圖示

讀取

允許的動作
檢視項目的所有性質，包括作為報表性質的報表規格、報表輸出等。
建立至項目的捷徑。

寫入

修改項目的性質。
刪除項目。
在容器 (例如套件或資料夾) 中建立項目。
修改在 Report Studio 和 Query Studio 中所建立報表的報表規格。
為報表建立新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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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

圖示

執行

允許的動作
處理項目。
對於項目 (例如報表、代理程式和計量資料)，使用者可以執行該項目。
對於資料來源、連線和登入，該項目可用於從資料提供程式中擷取資料。使
用者無法直接讀取資料庫資訊。報表伺服器可代表使用者存取資料庫資訊，
以處理請求。在使用者可以使用項目之前，IBM Cognos 軟體會驗證使用者對
項目是否具有執行權限。
對於憑證，使用者可以允許其他人使用他們的憑證。
附註：使用者必須對他們與執行 (作為所有人報表選項) 配合使用的帳戶具有
執行權限。

設定政
策

讀取並修改項目的安全性設定。

遍訪

檢視容器項目 (例如套件或資料夾) 的內容，並在對內容不具有完整存取權限
的情況下，檢視容器自身的一般性質。
附註：使用者可以檢視具有任何類型存取權限的項目的一般性質。一般性質
包括名稱、說明、建立日期等，它們常見於所有項目中。

使用者的存取權限
使用者對他們要存取的項目的母項目必須至少具有遍訪權限。母項目包括容器物件 (例如資料夾、
套件、群組、角色和名稱環境)。
使用者的權限以對個別使用者帳戶和名稱環境、群組以及使用者所屬角色的權限設定為基礎。權
限還受項目的成員和所有權性質的影響。
IBM Cognos 軟體支援組合的存取權限。屬於一個以上群組的多個使用者登入時，他們具有其所屬
的所有群組之組合的權限。記住這一點很重要，特別是在您拒絕存取時。
提示：若要確保使用者或群組可以執行套件中的報表，但不在 IBM Cognos 工作室中開啟該套件，
請對使用者或群組授予該套件的執行權限和遍訪權限。使用者還需要有對該套件的讀取權限，才
能啟動 Studio。

動作所需的存取權限
若要執行特定動作，每個使用者、群組或角色均需要針對項目、其母項目、其來源和目標項目而
授予的存取權限的權限組合。下表列出了特定動作所需的權限。

動作

所需權限

新增項目

母項目的寫入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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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所需權限

查詢項目性質

項目的讀取權限

檢視項目的子項

項目的遍訪權限

更新項目

項目的寫入權限

刪除項目

項目的寫入權限，以及母項目的寫入權限

複製項目

項目和任何子項目的讀取權限，所有子項目的遍訪權限，以及目標母項目的
寫入和遍訪權限

移動項目

項目的讀取和寫入權限，來源母項目和目標母項目的寫入權限，以及目標母
項目的遍訪權限

項目所有權
如果使用者為項目的所有人，則使用者對該項目具有完整的存取權限。這會確保使用者可以永遠
存取和修改他們所擁有的項目。依預設，項目的所有人是建立該項目的使用者。但是，任何其他
對項目具有設定政策權限的使用者均可獲得該項目的所有權。

允許和拒絕存取
您可以允許或拒絕對項目的存取。會在 [權限] 標籤中，項目名稱的旁邊顯示表示存取類型的圖
示。例如，當某個群組擁有對報表的執行權限時，此圖示

會顯示在該報表 [權限] 標籤上群組

名稱的旁邊。如果某個群組擁有的報表執行權限遭拒絕，則此圖示
邊。

會顯示在群組名稱的旁

拒絕的存取優先於允許的存取。拒絕特定使用者或群組對項目的存取後，您會取代允許對該項目
的存取的其他安全性政策。
如果允許權限和拒絕權限存在衝突，則會永遠拒絕對該項目的存取。例如，一個使用者屬於兩個
群組。允許一個群組存取報表，而拒絕其他群組存取同一報表。則會拒絕該使用者存取此報表。
僅在真正需要時拒絕存取。通常，授予權限比拒絕權限具有更好的管理實踐。

母/子權限
存取權限從母項目中獲得。如果未定義存取權限，則項目會從其母項目中獲得權限。您可以透過
為子項目定義權限來取代母權限。
僅作為其他物件的子項存在的物件永遠從其母項中獲得權限。此類物件的範例是報表規格和報表
輸出。可透過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查看這些物件。您無法特別為這些物件設定權限。

權限和部署
如果您是正在部署到目標環境的管理員，請參閱"部署"(第3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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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權限
如果您是管理員，則您可以透過為特定名稱環境、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授予執行權限來設定對受
保護的功能的存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刪除 Cognos 群組和角色
刪除 Cognos 群組或角色時，也會刪除其所具有的存取權限。您無法透過建立具有相同名稱的新的
群組或角色使其復原，因為此項目具有不同的內部 ID。
如果您的群組或角色透過驗證提供程式而建立，請檢查您的驗證提供程式如何處理這些情況。通
常，如果它們基於 ID，您將無法重新建立存取權限，但如果它們基於名稱，則您可以重新建立。

存取與以多個名稱環境為基礎而受到保護的資料相關聯的項目
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可以針對多個名稱環境保護資料來源。在某些環境下，用於保護資料來源
的名稱環境不是用於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主要名稱環境。嘗試存取項目 (例如與以多個名
稱環境為基礎而受到保護的資料來源相關聯的報表、查詢或分析) 時，如果您未登入到所有所需名
稱環境，則會顯示驗證提示。您必須先登入名稱環境，然後才能可以存取該項目。
如果啟用單一登入 (SSO)，則不會顯示驗證提示。您會自動登入到名稱環境。
此功能僅適用於 IBM Cognos Viewer。如果相似的情況發生在 IBM Cognos 工作室中，您必須結束任
務並登入到所有您想在目前工作階段中使用的名稱環境。

為項目設定存取權限
為項目設定存取權限包括建立新權限或更新既有權限。您可以為 IBM® Cognos® 軟體中的所有項目
指定存取權限。此類項目的一些範例為報表、查詢、分析、套件、代理程式、計量資料、名稱環
境、群組、使用者或 Dispatcher。您可以在項目的安全性政策中參考其他名稱環境中的使用者、群
組和角色。
如果您打算參考多個名稱環境中的項目，您必須在開始設定存取權限之前登入每個名稱環境。否
則，您沒有登入的名稱環境中的項目將顯示為 [不可用]。
在以下情況下，安全性政策參考的項目也可顯示為 [不可用]
●

項目最近剛從外部名稱環境中刪除。
IBM Cognos 軟體無法控制安全性提供程式的內容。

●

最近已刪除與外部名稱環境相關聯的項目。
若要避免此問題的發生，請選取選項 [外部名稱環境的參照]，執行內容維護任務的一致性檢
查類型。Content Manager 從安全性政策中刪除與已刪除名稱環境相關聯的項目。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維護 Content Store"(第138頁)。

若要管理安全性，您必須已設定政策權限(第237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軟體中，找到您要對其設定存取權限的項目。
2.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該項目的 [設定性質] 按鈕
3.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權限] 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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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是使用母項目的權限，還是為項目特別指定權限：
●

若要使用母項目的權限，請清除 [覆從母項目獲取的存取權限] 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確
定] (如果系統提示您使用母權限)。按一下 [確定]。

●

若要為項目設定存取權限，請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存取權限] 核選方塊，然後繼續
操作至步驟 5。

5. 如果要從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其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移除]。
提示：如果您要選取所有項目，請選取左上角清單頂部的核選方塊。清除核選方塊，以取消
選取所有項目。
6. 若要指定您要允許或拒絕存取的項目，請按一下 [新增]，然後選擇如何選取項目：
●

若要從列出的項目中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
的核選方塊。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
搜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找到您想要的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

若要鍵入您要新增的項目的名稱，請按一下 [類型] 並使用以下格式鍵入群組、角色或使
用者的名稱，其中使用分號 (;) 隔開每個項目：
namespace/group_name;namespace/role_name;namespace/user_name;
範例如下：
Cognos/Authors;LDAP/scarter;

7. 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項目顯示在 [選取項目] 方塊中時，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 若要選取清單中的所
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若要顯示使用者項目，請按一下 [顯示清單中的使
用者]。
8. 對於清單中的每個項目，請在清單旁邊的方塊中，選取或清除核選方塊，以指定您要允許或
拒絕的存取類型。
9. 按一下 [套用]。
在 [權限] 欄中，會在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顯示圖示。此圖示表示此項目允許或拒絕的存
取類型。
10. 如果您想要移除先前為子項目設定的存取權限，以便於子項目獲取為此項目設定的權限，請
在 [選項] 區段中選取 [刪除所有子項目的存取權限] 核選方塊。
此選項僅針對容器項目進行顯示。您可以使用它來限制對項目階層架構的存取。
警告：僅當您確信變更子項目的存取權限是安全的情況下選取此選項。
11.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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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憑證
信任的憑證用於必須執行任務或程序但對包含敏感資料的項目沒有足夠存取權限的使用者，例如
資料庫登入和群組成員身份。具有更廣泛存取權限的使用者 (擁有項目的人員) 可授權信任的使用
者使用他們的憑證來存取項目。
信任的憑證還用於在使用者未登入到 IBM Cognos 軟體時 (例如夜間) 執行排程的請求。請求執行
時，會建立使用者工作階段。可信憑證用於以可信憑證代表的使用者身份登入 IBM® Cognos® 軟
體，而使用者的存取權限用於執行報表或工作。
憑證作為帳戶物件的一部分儲存在名稱環境中。

建立信任的憑證
在您要授權其他使用者使用憑證時，如果這些使用者沒有足夠的存取權限來執行特定任務，則您
可以建立信任的憑證 (第242頁)。
對於要使用信任的憑證的使用者，必須授予針對名稱環境的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鈕

、[我的偏好設

定]。
2. 如果您之前未建立憑證，請在 [個人] 標籤的 [憑證] 下，按一下 [建立憑證]。
3. 選取您要授權使用您的憑證的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如果系統提示您輸入您的憑證，請提供您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
4. 如果您要新增項目，請按一下 [新增]，然後選擇如何選取項目：
●

若要從列出的項目中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
的核選方塊。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
搜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找到您想要的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

若要鍵入您要新增的項目的名稱，請按一下 [類型] 並使用以下格式鍵入群組、角色或使
用者的名稱，其中使用分號 (;) 隔開每個項目：
namespace/group_name;namespace/role_name;namespace/user_name;
範例如下：
Cognos/Authors;LDAP/scarter;

5. 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項目顯示在 [選取項目] 方塊中時，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 若要選取清單中的所
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若要顯示使用者項目，請按一下 [顯示清單中的使
用者]。
6. 如果您要從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其旁邊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移除]。
7. 確保清單僅包含所需的使用者、群組或角色，並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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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您自己的資料來源憑證
當您執行以下動作時，系統可能會提示您輸入資料來源憑證：
●

檢視、執行或開啟項目 (請參閱"報表和 Cube"(第365頁))

●

使用時間表或工作 (請參閱"時間表管理"(第319頁))

●

選取可用於建立套件的資料來源 (第355頁)

當您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時，系統也可能會提示您輸入資料來源憑證 (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您可以儲存您的資料來源憑證，從而避免系統每次都提示您輸入憑證。您也可以檢視和刪除您的
資料來源憑證。
如果您是管理員，也可以建立或修改資料來源登入 (第201頁)，但是，如果您擁有許多個使用者，
則對於需要每個使用者擁有其自己的登入之資料來源配置，這可能會不太方便，因為必須對每個
使用者單獨進行操作。您還可以檢視其他使用者的資料來源憑證。
請注意，會按以下順序檢查憑證：
●

首先，檢查您建立為管理員的登入

●

如果找不到使用者的憑證，則會檢查使用者的設定檔以查看他們是否儲存了自己的憑證

●

如果在這兩處都找不到使用者的憑證，則系統會提示使用者輸入憑證

檢查順序很重要，因為如果您在使用者已儲存其自己的憑證後建立憑證，則他們會取得與您為其
建立的憑證相關聯的資料，而這可能不是他們想要的資料。
如果您是一個使用者，您的管理員必須為您提供對 [管理自己的資料來源登入] 功能的執行權限以
及對其母項的遍訪權限。您還必須擁有對您帳戶的讀取和遍訪權限。然後，您可以將憑證儲存至
您的個人設定檔中 (只要您無權存取資料來源的任何預先定義的登入)。如果您有權存取既有資料
來源憑證並且已將個人憑證儲存在您的設定檔中，則系統不會提示您輸入您的憑證。您可以從 [我
的偏好設定] 頁面檢視和刪除您的資料來源憑證。
若要檢視其他使用者的憑證，您必須擁有對該使用者帳戶的讀取和遍訪權限。 若要檢視資料來源
憑證，您必須擁有對該使用者帳戶的讀取、寫入和遍訪權限。

儲存您的資料來源憑證
1. 當系統提示您輸入您的資料來源憑證時，請輸入您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
2. 選取 [連線至此資料來源時，請記住我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 核選方塊。
3. 按一下 [確定]。
下次您執行需要這些資料來源憑證的動作時，系統不會再提示您輸入這些憑證，除非它們已被移
除、刪除或者已過期。

檢視和移除您的資料來源憑證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我的偏好設定]。
2. 按一下 [個人] 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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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資料來源憑證列示在 [資料來源憑證] 下。您可以依 [資來源名稱] 或 [資料來源連結名稱]
對該清單排序。
3. 若要移除資料來源憑證，請選取該憑證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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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中的安全功能和安全特性

(也稱為功能

) 控制對 IBM® Cognos® 軟體使用者介面中不同

管理任務和不同功能區域的存取 (第245頁)。[管理] 和 [Report Studio] 為安全功能的範例。[使用者
定義 SQL] 和 [快速寄發] (第245頁) 為安全特性的範例。
Content Manager 會在使用者登入時讀取使用者的權限。根據使用者所擁有的安全功能和特性的權
限，他們可以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存取特定元件並執行特定任務。
初始化 Content Store 時，將建立安全功能和特性的初始權限 (第733頁)。這些權限定義哪些預先定
義的和內建的 IBM Cognos 群組和角色對哪些安全功能和特性具有存取權限，並定義存取類型。因
為內建角色系統管理員在其成員中包括每一個人群組，因此初始權限會授予其不受限存取 IBM
Cognos 軟體的權限。在開始設定功能的權限之前，您必須從系統管理員的成員中移除每一個人群
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初始安全性"(第259頁)。
使用 [作為所有人執行] 選項執行報表時，所有人的功能將用於 HTML 格式的快速寄發和報表版面
性質。所有其他功能基於執行該報表的使用者。
管理員可以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使用 [安全性] 標籤上的 [功能] 頁面，來設定對安全
功能和特性的存取權限 (第251頁)。使用者可以在入口網站的 [我的區域選項]
定]、[個人]、[權限] 區段中查看他們可以使用的安全功能和特性之清單。

、[我的偏好設

安全功能和特性包括以下內容。

自適應分析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由自適應分析封裝的報表的存取。

管理
此安全功能包含可以控制對管理頁面 (用於管理 IBM Cognos 軟體) 的存取的安全特性。系統管理員
可以使用此功能將管理任務委派給不同的管理員。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自適應分析管理
使用者可以存取自適應分析來執行管理任務。

●

管理任務
使用者可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配置] 標籤上的 [內容管理] 來管理匯出、匯入、
索引更新、一致性檢查和報表更新。

●

配置與管理系統
使用者可以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狀態] 標籤上的 [系統] 和 [配置] 標籤上的
[Dispatcher 與服務]，以配置 Dispatcher 與服務以及管理系統。

●

Controller 管理
使用者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troller 的管理功能。

●

資料來源連結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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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配置] 標籤上的 [資料來源連結] 來定義資料來
源、連線和登入。
●

通訊群組清單與聯絡人
使用者可以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配置] 標籤上的 [通訊群組清單與聯絡人] 以管
理通訊群組清單與聯絡人。

●

Metric Studio 管理
使用者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新建計量資料套件精靈來建立新的計量資料套件，
並存取 Metric Studio 中的 [工具] 功能表。

●

規劃管理
使用者可以存取 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 管理主控台和 IBM Cognos Planning - Analyst，
以執行管理任務。

●

PowerPlay 伺服器
使用者被授與有限的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頁面存取權限。這包括存取 PowerPlay® 頁面的
權限和設定 PowerPlay 性質的能力。

●

印表機
使用者可以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配置] 標籤上的 [印表機]，以管理印表機。

●

執行活動與排程
使用者可以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狀態] 標籤上的 [目前活動]、[先前活動]、[未
來活動] 和 [排程]，以監控伺服器活動和管理排程。若要授予獨立於監控功能之外的排程功能
的權限，請使用排程功能。

●

設定功能與管理使用者介面設定檔
使用者可以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安全性] 標籤上的 [功能] 和 [使用者介面設定
檔] 來管理安全功能和特性以及 Report Studio 使用者介面設定檔。

●

樣式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使用者可以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配置] 標籤上的 [樣式] 和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以管理樣式和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使用者可以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安全性] 標籤上的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以
管理名稱環境、使用者、群組和角色。

Analysis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Analysis Studio 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使用 Analysis Studio 開啟 PowerPlay 報表
從 PowerPlay Studio，使用者可以在 Analysis Studio 中開啟 PowerPlay Studio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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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gnos Viewer
此安全功能控制對 IBM Cognos Viewer (用於檢視報表) 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快顯功能表
使用者可以使用 IBM Cognos Viewer 中的快顯功能表。
附註：若要查看快顯功能表，使用者必須同時擁有 [選取] 和 [快顯功能表] 安全特性的存取權
限。

●

用選項執行
使用者可以變更預設執行選項。

●

選取
使用者可以選取清單和交叉資料表中的文字。

●

工具列
使用者可以查看 IBM Cognos Viewer 工具列。

協同作業
此安全功能控制從 IBM Cognos 中對 IBM Lotus Connections 進行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功能有：
●

啟動協同作業工具
此安全特性可讓使用者從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環境 (包括 Business Insight [入門] 頁
面和 [動作] 功能表) 內的任何 [啟動] 功能表啟動 IBM Lotus® Connections。 此連結將前往使用
者的 Lotus Connections 首頁 (如果已配置) 或前往 [活動]。

●

允許協同作業功能
此安全特性控制對 Business Insight 中 [協同作業] 圖示和 IBM Lotus Connections 搜尋結果的存
取。使用者必須具有在 Business Insight 中建立或檢視作業的存取權限。

Controller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IBM Cognos Controller 的存取。

Data Manager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IBM Cognos Data Manager 的存取。

詳細的錯誤說明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在網頁瀏覽器中檢視詳細的錯誤訊息的存取。

逐層分析助理
此安全功能可控制對逐層分析的 [前往] 頁面和逐層分析定義中逐層分析除錯功能的存取。具備此
功能的使用者可以在 [移至] 頁面中查看每個逐層分析目標的其他資訊。此資訊可以幫助對逐層分
析定義除錯，也可以將該資訊傳送給 Cognos Software Services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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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Event Studio 的存取。

執行索引搜尋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索引內容的搜尋的存取。只有啟動索引更新服務，此安全功能才會顯示。

進階儀表板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將儀表板公佈至協同合作空間

詞彙
此安全功能控制對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 的存取。

隱藏項目
此安全功能可以指定使用者可在 IBM Cognos 軟體中隱藏項目和檢視隱藏的項目。
[隱藏此項目] 核選方塊顯示在項目的性質頁面中的 [一般] 標籤上。[顯示隱藏項目] 核選方塊顯示
在使用者設定檔中的 [偏好設定] 標籤，以及 [我的區域選項]
籤中。

、[我的偏好設定] 中的 [一般] 標

匯入相關中繼資料
保留以備將來使用。

譜系
此安全功能可控制對 [譜系] 動作的存取權限。使用此功能可從 IBM Cognos Viewer 或是從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 和 Analysis Studio 的來源樹狀目錄中檢視有關資料或中繼資料項目的資訊。

管理自己的資料來源登入
此安全功能控制是否能夠在 [我的偏好設定] 的 [個人] 標籤中管理資料來源憑證。

Metric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Metric Studio 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編輯檢視
使用 Metric Studio 的編輯特來編輯計量資料內容。

Planning Contributor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 和 IBM Cognos Planning - Analyst 的存取。

PowerPlay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PowerPlay Studio 的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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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Query Studio (用於建立簡單的 Ad Hoc 報表) 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建立
建立新報表，並對新報表和自訂檢視使用另存新檔選項。

●

進階
使用進階編寫特性，例如建立複雜篩選器、格式化樣式和多語言支援。

Report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Report Studio (用於編寫專業報表) 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允許外部資料
使用者可以在報表中使用外部資料。

●

快速寄發
使用者可以編寫和執行快速寄發報表。

●

建立/刪除
使用者可以建立新報表，對新報表和報表檢視使用另存新檔選項以及變更模型。

●

報表中的 HTML 項目
使用者可以在編寫報表時使用報表規格的按鈕、HTML 項目和超連結元素。

●

使用 Report Studio 開啟 PowerPlay 報表
從 PowerPlay Studio，使用者可以在 Report Studio 中開啟 PowerPlay Studio 報表。

●

使用者定義 SQL
使用者可以在查詢規格中直接編輯 SQL 敘述，並執行包含已編輯的 SQL 敘述的查詢規格。
附註：Framework Manager 中不執行對可以使用此特性的使用者的限制。例如，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沒有 [使用者定義 SQL] 權限的 Framework Manager 使用者仍可建立查詢主題，
並使用手動建立的 SQL 查詢來搜尋資料庫。

排程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可執行項目 (例如報表) 的排程功能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按天排程
使用者可以按天排程項目。

●

按小時排程
使用者可以按小時排程項目。

●

按分鐘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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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按分鐘排程項目。
如果使用者拒絕存取 [按分鐘排程] 功能，則也會拒絕那些允許「按分鐘」排程的其他功能的
「按分鐘」排程，例如 [按月排程] 功能。
●

按月排程
使用者可以按月排程項目。

●

按觸發器排程
使用者可以根據觸發器排程項目。

●

按週排程
使用者可以按週排程項目。

●

按年排程
使用者可以按年排程項目。

●

排程優先順序
使用者可以設定和變更已排程項目的處理優先順序。

自助式套件精靈
此安全功能控制是否能夠選取可以使用哪些資料來源建立套件 (第355頁)。

設定項目特定的功
此安全功能指定使用者可以在項目層級上設定功能。
對於具有該功能的使用者以及對該項目具有設定政策權限或擁有該項目的使用者，在套件和資料
夾的 [設定性質] 頁面中顯示了 [功能] 標籤。

規格執行
此安全功能指定使用者或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應用程式可以使用內嵌規格。
IBM Cognos BI 工作室和某些服務在內部使用內嵌規格來執行任務。執行規格的服務將測試大量的
功能，以確保使用者有資格使用內嵌規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Developer Guide》中的
runSpecification 方法。
編寫 Data Manager 任務需要此功能。

統計資料
此安全功能控制在 IBM Cognos 報表中編寫統計物件和統計圖表的功能。

監視規則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 [我的監視項目] 中的 [規則] 標籤的存取權限。使
用此安全功能可以建立和執行監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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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對安全功能或特性的存取
透過將安全功能和特性的執行權限
授予指定的名稱環境、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您可以設定
對安全功能和特性的存取。如果為某安全特性設定權限，您必須授予該特性的執行權限以該特性
母安全功能的遍訪權限。例如，若要授予對 Report Studio 及其所有功能的存取權限，請授予 [Report
Studio] 安全功能的執行權限。如果您只想授予 Report Studio 中 [建立/刪除] 安全特性的存取權限，
請授予 [Report Studio] 安全功能的遍訪權限以及 [建立/刪除] 安全特性的執行權限。
您必須具有設定政策權限才可以管理安全功能和特性。通常，這項工作由目錄管理員來完成。
開始設定功能權限以前，請確保初始安全性設定已變更。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功能]。
將顯示可用安全功能的清單。
3. 選擇是否設定對某個功能或特性的存取權限：
●

若要設定對某功能的存取，請按一下功能名稱旁邊的 [動作] 按鈕
性質]。

，然後按一下 [設定

●

若要設定某特性的權限，請按一下特性名稱旁邊的動作按鈕，並按一下 [設定性質]。

提示：具有安全特性的功能具有連結。
4. 按一下 [權限] 標籤。
5. 選擇是使用母項目的權限，還是指定其他權限：
●

若要使用母項目的權限，請清除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存取權限] 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確定]。

●

若要明確設定項目的存取權限，請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存取權限] 核選方塊，然後
執行其餘的步驟。

6. 如果要從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其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移除]。
提示：若要選取或取消選取頁面中的所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底部的 [全選] 或 [取消全選]。
7. 如果要向清單新增新項目，請按一下 [新增]，然後選擇如何選取項目：
●

若要從列出的項目中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
的核選方塊。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
搜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找到您想要的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

若要鍵入您要新增的項目的名稱，請按一下 [類型] 並使用以下格式鍵入群組、角色或使
用者的名稱，其中使用分號 (;) 隔開每個項目：
namespace/group_name;namespace/role_name;namespace/user_name;
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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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os/Authors;LDAP/scarter;
8. 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項目顯示在 [選取項目] 方塊中時，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 若要選取清單中的所
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若要顯示使用者項目，請按一下 [顯示清單中的使
用者]。
9. 選取要為其設定功能或特性的權限的項目旁邊的核選方塊。
10. 在清單旁邊的方塊中，選取該項目的正確核選方塊以授予執行權限

。

11. 按一下 [套用]。
在 [權限] 欄中，表示已授予執行權限的圖示將顯示在名稱環境、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
12. 為每個項目重複步驟 8 到 10。
13. 按一下 [確定]。

為報表編寫員設定對使用者介面設定檔的存取
為了同時滿足專業報表編寫員和業務使用者的需求，IBM® Cognos® 軟體提供截然不同的自訂使用
者介面，其中包含與這些角色相關的製表特性。
使用者必須具有 [Report Studio] 功能，才能在編寫報表時使用自訂介面。
支援以下使用者介面：
●

專業編寫模式
專業編寫模式在 Report Studio 中可用。
專業編寫模式為使用者提供了存取所有功能的權限。在此模式中，您可以使用任意資料來源
(關係資料來源或多維度資料來源) 建立任何報表類型，包括圖表、地圖、清單和重複器。專
業編寫模式支援使用外部資料。

●

Express® 編寫模式
快速編寫模式在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中可用。
快速編寫模式提供專用於業務使用者的介面。使用者可以建立清單、交叉資料表和圖表報表，
以根據所需的特定資訊探究和分析資料。快速編寫模式支援使用外部資料，以及維度資料來
源和相關資料來源。

為了支援不同編寫模式，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提供了兩種 [使用者介面設定檔]，分別為 [專
業] 和 [快速]。使用 [專業] 設定檔可設定對 [專業] 模式的存取權限，而使用 [快速] 設定檔則可設
定對 [快速] 模式的存取權限。
使用者可以存取專業編寫模式，也可以存取快速編寫模式，但是他們必須使用 Report Studio 存取
專業編寫模式，而使用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存取快速編寫模式。若要從專業編寫模式切換至
快速編寫模式，使用者必須離開 Report Studio 並啟動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類似地，如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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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要從快速編寫切換至專業編寫，他們必須離開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並啟動 Report Studio。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和《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使用者指南》。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介面設定檔]。
3. 指定所需使用者介面設定檔的存取權限
●

若要對專業編寫模式授予存取權限，請按一下 [專業] 旁邊的 [動作] 按鈕
下 [設定性質]。

，然後按一

●

若要對快速編寫模式授予存取權限，請按一下 [快速] 旁邊的 [動作] 按鈕，並按一下 [設定
性質]。

將顯示 [權限] 頁面。
4. 選取 [覆蓋母項目獲取的存取權限] 核選方塊。
5. 在左側的方塊中，選取您要將此使用者介面設定檔的權限授予的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的
核選方塊。
6. 在右側的方塊中，對所選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授予執行權限

和遍訪權限

。

不需要其他權限。
7. 按一下 [確定]。
如需有關設定存取權限的更詳細的資訊，請參閱"為項目設定存取權限"(第2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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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16：物件功能
物件功能指定使用者、群組或角色可與不同套件一起使用的安全功能和特性 (第245頁)。例如，這
些功能可以定義 Studio 以開啟套件以及與該套件一起使用時可用的 Studio 特性。
安全功能及其特性 (也稱為全局功能) 可以控制對 IBM® Cognos® 軟體中不同元件和功能的存取。為
了使物件功能起作用，必須將其與適用的全局功能相結合。例如，為包含 Report Studio 和 Query
Studio 報表的套件設定物件功能時，請確保使用者還具有對 [Report Studio] 和 [Query Studio] 安全功
能及其適用的安全特性的存取權限。
從客戶端工具 (如 Framework Manager) 重新公佈既有套件不會覆蓋或修改先前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指定的物件功能。
使用 [設定項目特定的權限] 安全功能控制物件功能 (第250頁)。
您可以為個別套件設定以下物件功能 (第257頁)。

自適應分析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由自適應分析封裝的報表的存取。

Analysis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Analysis Studio 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使用 Analysis Studio 開啟 PowerPlay 報表
從 PowerPlay Studio，使用者可以在 Analysis Studio 中開啟 PowerPlay Studio 報表。

管理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IBM Cognos 軟體中管理頁面的存取。您可以為 [管理] 中的以下安全特性指
定物件功能。
●

自適應分析管理
使用者可以存取自適應分析來執行管理任務。

●

規劃管理
使用者可以存取 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 管理主控台和 IBM Cognos Planning - Analyst，
以執行管理任務。

●

Metric Studio 管理
使用者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新建計量資料套件精靈來建立新的計量資料套件，
並存取 Metric Studio 中的 [工具] 功能表。

Event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Event Studio 的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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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此安全功能控制對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 的存取。

Metric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Metric Studio 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編輯檢視
使用 Metric Studio 的編輯特來編輯計量資料內容。

Planning Contributor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 和 IBM Cognos Planning - Analyst 的存取。

Query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Query Studio (用於建立簡單的 Ad Hoc 報表) 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建立
建立新報表，並對新報表和自訂檢視使用另存新檔選項。

●

進階
使用進階編寫特性，例如建立複雜篩選器、格式化樣式和多語言支援。

Report Studio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Report Studio (用於編寫專業報表) 的存取。
與此功能相關聯的安全特性為
●

允許外部資料
使用者可以在報表中使用外部資料。

●

快速寄發
使用者可以編寫和執行快速寄發報表。

●

建立/刪除
使用者可以建立新報表，對新報表和報表檢視使用另存新檔選項以及變更模型。

●

報表中的 HTML 項目
使用者可以在編寫報表時使用報表規格的按鈕、HTML 項目和超連結元素。

●

使用 Report Studio 開啟 PowerPlay 報表
從 PowerPlay Studio，使用者可以在 Report Studio 中開啟 PowerPlay Studio 報表。

●

使用者定義 SQL
使用者可以在查詢規格中直接編輯 SQL 敘述，並執行包含已編輯的 SQL 敘述的查詢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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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Framework Manager 中不執行對可以使用此特性的使用者的限制。例如，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沒有 [使用者定義 SQL] 權限的 Framework Manager 使用者仍可建立查詢主題，
並使用手動建立的 SQL 查詢來搜尋資料庫。

譜系
此安全功能可控制對 [譜系] 動作的存取權限。使用此功能可從 IBM Cognos Viewer 或是從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 和 Analysis Studio 的來源樹狀目錄中檢視有關資料或中繼資料項目的資訊。

規格執行
此安全功能指定使用者或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應用程式可以使用內嵌規格。
IBM Cognos BI 工作室和某些服務在內部使用內嵌規格來執行任務。執行規格的服務將測試大量的
功能，以確保使用者有資格使用內嵌規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Developer Guide》中的
runSpecification 方法。
編寫 Data Manager 任務需要此功能。

監視規則
此安全功能可以控制對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 [我的監視項目] 中的 [規則] 標籤的存取權限。使
用此安全功能可以建立和執行監視規則。

設定套件的物件功能
使用此功能可以指定使用者、群組或角色可與特定套件一起使用的安全功能和特性 (第255頁)。
您可以在套件層級指定物件功能，或者如果套件儲存在某個資料夾中，可以在資料夾層級指定物
件功能。在資料夾層級指定的功能僅適用於該資料夾及其子資料夾中的套件，而不適用於任何其
他項目 (包括報表)。例如，如果資料夾包含套件、報表以及其中包含其他套件和報表的子資料夾，
則僅該資料夾及其子資料夾中的套件受功能設定的影響。
若要使用物件功能，使用者必須
●

具有對與套件相關聯的安全功能和特性的存取權限 (第245頁)

●

具有對 [物件功能] 安全功能的存取權限 (第250頁)

●

具有對套件 (第237頁) 的設定政策權限或擁有該套件

安裝 IBM Cognos 軟體後首次設定物件功能時，們建議您從 [公共資料夾] 開始，[公共資料夾] 的功
能可以鏡射全局功能。這樣可以提供可進一步細化物件功能的精確基線。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所需套件的 [性質] 按鈕

，或者按一下包含該套件

的資料夾。
提示：設定 [公共資料夾] 的物件功能時，請產品工具列中按一下 [性質] 按鈕

。

2. 按一下 [功能] 標籤。
3.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得的功能] 核選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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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左側的方塊中，選取您要為其指定物件功能的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的核選方塊。
如果使用者、群組或角色不在清單中，請按一下 [新增]。如果要從清單中移除使用者、群組
或角色，請選取其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移除]。
如需有關向此清單中新增項目或從此清單中移除項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為項目設定存取權
限"(第240頁)中的步驟。
5. 在右側的方塊中，選取或清除適用的核選方塊，以授予或拒絕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所需的物
件功能。
將在使用者、群組或角色的名稱旁顯示表示授予或拒絕功能的圖示。當您拒絕存取安全功能
時，也自動拒絕了對其所有安全特性的存取。
6. 如果適用，請選取 [刪除所有子項目的功能] 核選方塊。
使用此選項可以為一個階層架構的項目 (例如為資料夾中的所有套件) 指定物件功能。
7.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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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 Content Store 時，將建立一組安全性物件並將其儲存在 Cognos® 名稱環境中。 這些物件旨
在簡化 IBM® Cognos 管理。初始安全性政策會授予所有使用者對 Content Store 中所有物件的不受限
的權限。
安全性管理員必須修改初始安全性設定以保護 Content Store (第261頁)。
若要查看對 Content Manager 物件初始存取權限的摘要，請參閱"初始存取權限 "(第731頁)。

內建項目
內建項目包括匿名使用者帳戶、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群組和每一個人群組以及系統管理員角色。
您無法刪除內建項目。它們可以顯示在安全和非安全環境中。

匿名
此項目表示由一般大眾成員共用的使用者帳戶，這些成員可存取 IBM Cognos 軟體而不會被提示進
行驗證。例如，分配線上目錄時此類存取非常有用。
匿名使用者僅可以查看未設定存取權限，或專為此帳戶或每一個人群組設定的那些項目。
您可以透過變更配置工具中的配置參數來關閉匿名使用者帳戶。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此群組表示由驗證提供程式授權的使用者。產品保留此群組的成員，無法檢視或修改成員。
您無法部署此群組 (第332頁)。

每一個人
此群組表示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和匿名使用者帳戶。產品保留此群組的成員，無法檢視或修改成
員。
您可以使用每一個人群組快速設定預設安全性。例如，為了保護報表，您可以將報表的讀取、寫
入或執行權限授予每一個人群組。完成設定此安全性後，您可以將報表的權限授予其他使用者、
群組或角色，並從此報表的安全性策中移除「任何人」群組。這樣，只有您指定的使用者、群組
和角色被授予對該報表的存取權限。
您可以使用每一個人群組在部署期間套用安全性 (第328頁)，但無法部署群組自身 (第332頁)。

系統管理員
這是 IBM Cognos 軟體中的特殊角色。此角色的成員被視為根使用者或超級使用者。不論為物件設
定何種安全性政策，他們都可以存取和修改 Content Store 中的任何物件。只有系統管理員角色的
成員可以修改此角色的成員。
系統管理員角色不能為空。如果不想使用系統管理員，您可以在 Cognos 名稱環境或驗證提供程式
中建立空群組，並將此群組新增到系統管理員角色的成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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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ntent Store 初始化期間建立此角色時，每一個人群組將包括在其成員中。這意味著所有使用
者都具有對 Content Store 的不受限的權限。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軟體後，您必須立即修改此角
色的初始安全性設定，並從其成員中移除每一個人群組 (第261頁)。
您可以部署此角色 (第332頁)。

預先定義的項目
預先定義的項目包含多個 Cognos® 角色 (第232頁)。 每個角色都具有一組特定的存取權限，可用於
保護 IBM® Cognos 軟體中的不同元件和功能。您可以使用預先定義的角色，也可以刪除它們。
在 Content Store 初始化期間建立預先定義的角色時，每一個人群組是其中某些角色的成員。某些
此類角色為消費者、查詢使用者、分析使用者和作者。如果想要使用預先定義的角色，我們建議
您在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軟體後立即修改其初始成員 (第261頁)。
預先定義的角色包括以下各項。

角色

說明

自適應分析管理 成員可以使用自適應分析管理封裝的報表。
員
自適應分析使用 成員可以使用自適應分析來使用封裝的報表。
者
分析使用者

成員具有與消費者相同的存取權限。他們也可以使用 IBM Cognos Analysis Studio。

作者

成員具有與查詢使用者和分析使用者相同的存取權限。他們可以使用 Report
Studio、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Query Studio 和 Analysis Studio，
並儲存公共內容 (例如報表和報表輸出)。

取用者

成員可以讀取和執行公共內容，例如報表。

Controller 管理員 成員具有對 IBM Cognos Controller 功能表的完全存取權限，可以建立個別 IBM
Cognos Controller 使用者並定義其限制。
Controller 使用者 成員具有對 IBM Cognos Controller 功能表的一般存取權限。
Data Manager 作 成員可以使用 Data Manager 來為製表、分析和績效管理建立資料倉庫和資料儲
者
存庫。
目錄管理員

成員可以管理名稱環境的內容。在 Cognos 名稱環境中，他們可以管理群組、
帳戶、聯絡人、通訊群組清單、資料來源和印表機。

計量資料管理員 成員可以管理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計量資料套件和任務。
計量資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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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說明

計量資料使用者 成員可以在 Metric Studio 中監控績效。
入口網站管理員 成員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管理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其他入
口網站應用程式。這包括自訂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定義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樣式
以及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存取權限。
Planning
成員可存取 Contributor Web 用戶端、Contributor Add-in for Microsoft® Excel 或
Contributor 使用 Analyst。
者
Planning 權限管 成員可存取 Contributor 管理主控台、Analyst 以及應用程式中所有相關聯的物
理員
件。
查詢使用者

成員具有與消費者相同的存取權限。他們也可以使用 IBM Cognos Query Studio。

讀者

成員對 IBM Cognos 軟體具有唯讀存取權限。他們可以瀏覽 Content Store 的某些
部分、檢視入口網站中儲存的報表輸出、選取 IBM Cognos Viewer 中已儲存報
表輸出中的儲存格、並使用 IBM Cognos Viewer 快顯功能表執行動作，例如逐
層分析。

報表管理員

成員可以管理其具有完全存取權限的公共內容。他們也可以使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和 IBM Cognos Query Studio。

伺服器管理員

成員可以管理伺服器、Dispatcher 和工作。

安裝後指定安全性設定
在 Content Store 初始化期間建立預先定義的角色時，每一個人群組是系統管理員角色的成員。這
意味著所有使用者都具有對 Content Store 的完全存取權限。若要限制該權限，您必須新增信任的
使用者作為此角色的成員，然後從其成員中移除每一個人群組。
您還必須修改包括每一個人群組之預先定義的角色 (例如消費者、查詢使用者和作者) 的成員。對
其進行與系統管理員角色類似的修改。這些修改還應考慮授權條款。
如果不想使用預先定義的角色，您可以刪除它們。
若要保護 Cognos® 名稱環境，請透過將存取權限授予所需的使用者來修改其初始存取權限。
設定存取權限時，您不應明確拒絕每一個人群組對項目的存取。拒絕存取將覆蓋該項目的其他所
有安全性政策。如果拒絕了每一個人對項目的存取，該項目將變為無法使用。
為保持安全安裝，應僅授予使用者可讓其完成其指定任務所需的權限和功能。例如，通常會將讀
者的權限限制為對 [公共資料夾] 的讀取和遍訪權限，並且不允許此角色使用任何 Studio 來建立報
表。通常會將消費者的權限限制為讀取、遍訪和執行。
應嚴格管理某些功能，例如，[報表中的 HTML 項目] 和 [使用者定義 SQL]。在編寫過程中和執行
報表時，都會檢查這些功能。 如果取用者需要執行需要這些功能的報表，您可以使用 [作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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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執行] 功能限制需要這些功能的系統使用者的數目。 [作為所有人執行] 功能使用報表所有人的
憑證來執行某些功能檢查及存取資料。
如需有關授予功能的資訊，請參閱物件功能
IBM® Cognos 軟體安裝必須已配置為使用驗證提供程式，這在《安裝和配置指南》中進行了說明。

針對系統管理員和預先定義的角色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3. 按一下 [Cognos] 名稱環境。
4. 對於所需的角色，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設定性質按鈕。
5. 在 [成員] 標籤上，修改成員清單：
●

確保您的驗證提供程式中定義的一個或多個使用者為成員。

●

移除每一個人群組。

6. 按一下 [確定]。
7. 在 [權限] 標籤上，為此角色設定存取權限以防止未經授權的使用者建立、更新或刪除內容，
然後按一下 [確定]。
為每個角色重複步驟 3 到步驟 6。

適用於 Cognos 名稱環境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3. 在 Cognos 名稱環境旁邊的 [動作] 欄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4. 在 [權限] 標籤上，為 [Cognos] 名稱環境設定存取權限以防止未經授權的使用者建立、更新或
刪除內容。
我們建議您移除每一個人群組。但是，您也可以根據需要將其保留。
5. 如果要移除，請選取 [刪除所有子項目的存取權限] 核選方塊。
6. 按一下 [確定]。

保護 Content Store
為確保 Content Store 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使用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指定的單一資料庫登
入，來透過 Content Manager 服務存取 Content Store。可根據您的加密標準對資料庫登入進行加密。
但是，Content Store 的安全性不僅依賴於 IBM Cognos BI 的安全性，還依賴於原生資料庫安全性、
作業系統安全性以及網路安全性。
為了保護您的資料庫，請遵循以下指南：
❑

可使用資料庫、網路和作業系統提供的機制來保護資料庫和資料庫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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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有限數量的使用者來維護資料庫。

❑

使用您的資料庫原生安全性僅向存取資料庫的使用者帳戶授予如下最低權限：
●

MS SQL Server
使用者必須擁有對資料庫的建立權限和捨棄表格權限。確保使用者帳戶是 db_ddladmin、
db_datareader 和 db_datawriter 角色的成員，並且是其預設概要的所有人。

●

ORACLE
使用者必須具有連線至資料庫的權限。此外，他們必須能夠建立、變更和捨棄表格、觸發
器、檢視、程序和順序，並能夠在資料庫表格中插入、更新和刪除資料。必須直接向使用
者帳戶授予這些權限，而不是透過群組或角色成員進行授權。

●

DB2
使用者必須擁有對資料庫的建立、捨棄表格、CREATETAB、CONNECT 和
IMPLICITSCHEMA 權限。此外，他們還必須擁有對與資料庫相關聯之 USER TEMPORARY
表格空間以及其他適當表格空間的 USE 權限。

●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使用者必須擁有對資料庫的建立、捨棄表格、建立預設值、建立程序、建立規則、建立表
格以及建立檢視權限。

❑

限制擁有 Content Manager 表格的讀取或寫入權限之使用者的數目。

❑

遵循有關保護資料庫的其他建議。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資料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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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gnos® Connection 是 IBM Cognos 軟體的入口網站。IBM Cognos Connection 提供 IBM Cognos
軟體中可用的所有公司資料的單一存取點。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處理諸如報表、分析、查詢、代理程式、計量資料和套件等項
目。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建立捷徑、URL 和頁面以及組織項目。您可以個人化 IBM
Cognos Connection 以供您自己使用。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建立和執行報表和 Cube (第365頁) 以及分發報表 (第391頁)。您
還可以使用它建立和執行代理程式 (第401頁) 並排程項目 (第319頁)。
作為管理員，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管理伺服器、最佳化效能和設定存取權限 (第237
頁)。您還可以將它用於項目管理，包括諸如排程和分發報表、代理程式和計量資料等事務。
如果您使用自訂使用者介面，則可能無權存取記錄的所有功能。

登入
IBM® Cognos® 軟體支援經過驗證的使用者和匿名使用者存取。若要以經過驗證的使用者身份使用
IBM Cognos 軟體，您必須成功登入。在登入程序中，您必須根據組織的需要提供您的憑證，例如
使用者 ID 和密碼。匿名使用者不用登入。
提示：如果您想要查看目前工作階段的登入資訊摘要，請在入口網站中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
項]、[我的偏好設定]、[個人] 標籤。匿名使用者不可執行此動作。

步驟
1. 在入口網站中，按一下 [登入]。
2. 如果顯示名稱環境 [登入] 頁面，請在 [名稱環境] 方塊中，按一下您要使用的名稱環境。
3. 按一下 [確定] 並鍵入您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
4. 按一下 [確定]。
將啟動您的工作階段。

登出
您可以登出以結束工作階段。即使您在工作階段中使用了多個名稱環境，也僅需登出一次。
如果您在未登出的情況下關閉網頁瀏覽器，您的工作階段將會結束。

步驟
1. 在入口網站中，按一下 [登出]。
現在您已登出了您剛才用的所有名稱環境。
2. 選擇是否再次登入：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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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想再次登入，關閉您的 Web 瀏覽器。

●

如果您要以經過驗證的使用者身份登入，請按一下 [再次登入]。

●

如果您要以匿名使用者身份登入，請按一下 [作為匿名使用者開啟工作階段]。這僅在您的
管理員對其進行了設定時才可用。

建立捷徑
捷徑是開啟其他項目 (例如報表、報表視圖、資料夾、工作、代理程式、頁面或 URL) 的一種途
徑。
您可以使用捷徑組織定期使用的資訊。例如，如果您經常使用 [公共資料夾] 中的報表，則可以在
[我的資料夾] 中建立捷徑。
如果您想要建立新項目，建立既有項目的副本 (第275頁) 並對其進行修改可能更為輕鬆。如果您想
要執行既有代理程式或報表以進行一些小變更，請建立代理程式視圖 (第402頁) 或報表視圖 (第373
頁)。例如，若要變更報表的格式、語言或傳送方式，請建立報表視圖。
您無法透過按一下捷徑來更新來源項目。更新來源會自動更新項目的所有捷徑。
提示：如果來源項目已被刪除或移至其他位置，[捷徑] 圖示

會變更以指示連結中斷。

您可以變更對捷徑項目的存取權限，但這不會變更對來源項目的存取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您要為其建立捷徑的項目。
2. 於 [動作] 下，按一下 [更多]，然後按一下 [建立此項目的捷徑]

。

3. 在 [名稱] 方塊中，鍵入捷徑的名稱。
4. 如果需要，可以在 [說明] 和 [螢幕提示] 方塊中鍵入項目的說明。
當您將偏好設定設為使用明細檢視時，該說明將顯示在入口網站中 (第283頁)。當您將指標懸
停在入口網站中該項目的圖示上時，將顯示螢幕提示 (最多 100 個字元)。
5. 如果您不想使用顯示在 [位置] 下的目標資料夾，請選擇其他位置：
●

按一下 [選取另一個資料夾]，選取目標資料夾，然後按一下 [確定]。如果資料夾方塊為
空，請透過對話方塊頂部的路徑返回某個資料夾層級。

●

按一下 [選取我的資料夾] 作為位置。

6. 按一下 [完成]。
在入口網站中，可透過 [捷徑] 圖示

識別捷徑項目。

建立 URL
URL 是一種識別任何外部檔案或網站位置的標準方法。建立 URL 可以保留您手頭最常使用的檔案
和網站。按一下 URL 可以在瀏覽器中開啟檔案或網站。開啟 URL 後，在瀏覽器中按一下 [上一步]
按鈕可返回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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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管理員的指定，該 URL 必須包含有效的伺服器名稱 (該名稱包含在有效的網域清單中)。否
則，您無法建立 URL。
管理員將透過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類別中的 [有效的網域或主機] 性質維護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有效網域清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移至您要建立新 URL 的資料夾。
2.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新 URL] 按鈕

。

3. 在 [名稱] 方塊中，鍵入新 URL 的名稱。
4. 如果需要，可以在 [說明] 和 [螢幕提示] 方塊中鍵入項目的說明。
當您將偏好設定設為使用明細檢視時，該說明將顯示在入口網站中 (第283頁)。當您將指標懸
停在入口網站中該項目的圖示上時，將顯示螢幕提示 (最多 100 個字元)。
5. 在 [URL] 方塊中，鍵入 URL 位置。
如果 URL 指向某個網站位址，則必須包括協定。例如，若要建立 IBM Cognos 網站的 URL，
請鍵入 http://www.cognos.com。
URL 必須使用由您的管理員指定的有效的網域。若要檢視可接受網域的清單，請按一下 [檢視
可接受網域]。
6. 如果您不想使用顯示在 [位置] 下的目標資料夾，請選擇其他位置：
●

按一下 [選取另一個資料夾]，選取目標資料夾，然後按一下 [確定]。如果資料夾方塊為
空，請透過對話方塊頂部的路徑返回某個資料夾層級。

●

按一下 [選取我的資料夾] 作為位置。

7. 按一下 [完成]。
在入口網站中，可透過 [URL] 圖示

識別 URL 項目。

為項目建立書籤
您可以在網頁瀏覽器中為 IBM® Cognos® 項目建立書籤，以便稍後可以快速執行與該項目相關聯的
預設動作。例如，使用報表書籤，您可以在編寫工具中檢視最新的報表輸出、執行報表或開啟報
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預設報表選項"(第367頁)。
書籤將在其建立時儲存項目的 URL 及其預設動作。
某些預設動作僅供以下使用者使用
●

擁有項目的必要存取權限的使用者。

●

已安裝所需產品元件的使用者。

●

有權存取特定的安全功能和特徵的使用者。
例如，使用特定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工作室的功能。

●

使用特定網頁瀏覽器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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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若要開啟代理程式，使用者必須擁有代理程式的讀取和遍訪權限、已安裝 Event Studio、擁
有 Event Studio 的使用權限，並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作為網頁瀏覽器。

適用於 Internet Explorer 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您要為其建立書籤的項目。
2.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3. 在此項目的可用動作清單中，按一下 [新增至書籤]

。

螢幕將顯示用於新增我的最愛的 Internet Explorer 方塊。
4. 按照通常地執行方式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建立書籤。

適用於所有網頁瀏覽器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您要為其建立書籤的項目。
2.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該項目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3. 在 [一般] 標籤上，按一下 [檢視搜尋路徑、ID 和 URL]。
4. 在顯示在 [預設動作 URL] 下的連結上按一下右鍵。
該連結將顯示項目名稱和將要執行的動作。如果項目沒有預設動作，該連結將由 [無] 取代。
連結下方的文字將顯示連結使用的 URL。
螢幕將顯示特定於網頁瀏覽器的功能表方塊。
5. 從功能表中，按一下用於建立書籤的選項。
例如，如果您使用的是 Internet Explorer，請按一下 [新增至我的最愛]。如果您使用的是 Firefox，
請按一下 [Bookmark This Link]。
6. 按照通常地執行方式在網頁瀏覽器中建立書籤。

項目性質
透過修改項目的性質，您可以控制項目的顯示方式和行為方式。項目的性質會因選取項目的類型
和您的權限不同而異。例如，報表具有控制執行選項的性質，而資料夾不具有這些性質。如果性
質不適用於您要自訂的項目類型，它將不會顯示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

一般性質
一般性質顯示在 [設定性質] 頁面的 [一般] 標籤上。

性質

說明

類型

項目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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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所有人

項目的所有人。依預設，所有人為建立項目的人。所有人不再存在於名稱環境中，或
者所有人來自不同於目前使用者的名稱環境時，所有人將顯示為 [未知]。
如果您擁有設定政策的權限，請按一下 [使我成為所有人] 以成為項目的所有人。

聯絡人

負責項目的人。按一下 [設定聯絡人]，然後按一下 [選取聯絡人] 以設定項目的聯絡
人，或者按一下 [輸入電子郵件位址] 以輸入聯絡人的電子郵件位址。

位置

入口網站中項目的位置及其 ID。按一下 [檢視搜尋路徑、ID 和 URL] 可檢視 Content
Store 中項目的完全限定位置和 ID。
已為項目指定了唯一標識 (ID) 號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組織項目"(第274頁)。

建立時間 建立項目的日期。
修改時間 修改項目的最近日期。
圖示

項目的圖示。按一下 [編輯] 以指定替用圖示。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為項目指定備
用圖示"(第281頁)。

索引

時間戳可指示上次建立索引的時間。如果尚未為該項目建立索引，則不會顯示該性
質。

關閉此項 選取該性質後，沒有該項目的寫入權限的使用者無法存取它。項目在入口網站中不再
目
可見。
如果某項目已關閉且您擁有該項目的寫入權限，則關閉的圖示將顯示在該項目的旁
邊。
隱藏此項 選取此性質可以隱藏報表、套件、頁面、資料夾、工作及其他項目。隱藏項目可以防
目
止對其不必要的使用，或者可以組織視圖。其他項目仍可存取隱藏的項目。例如，可
以將隱藏的報表作為逐層分析目標存取。
隱藏的項目仍然可見，但其圖示為灰顯。如果清除 [顯示隱藏項目] 核選方塊 (在 [我的
區域選項]

的 [我的偏好設定] 中)，則該項目將從您的檢視中消失。

您必須擁有管理員授予的對 [隱藏項目] 功能的存取權限，才能查看此性質。
語言

根據管理員設定的配置，可用於項目名稱、螢幕提示和說明的語言清單。
按一下 [移除此語言的值] 以移除指定語言的項目名稱、螢幕提示和說明。

名稱

所選語言的項目的名稱。

螢幕提示 項目的可選說明。當您將指標懸停在入口網站中項目的圖示上時，將顯示螢幕提示。
用於螢幕提示的字元最多為 1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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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說明

項目的可選說明。當您將偏好設定設為使用明細視圖時，說明將顯示在入口網站中。
明細視圖僅顯示在 [公共資料夾] 和 [我的資料夾] 中。

執行歷程 保留項目的執行歷程記錄的發生次數或時段。
記錄
報表輸出 保留報表輸出的發生次數或時段。
版本
將該值設定為零 (0) 可儲存無限數目的版本。
套件

與項目相關聯的套件。如果來源套件已移動或刪除，則文字將顯示 [不可用]。
按一下 [連結至套件] 以將項目連結至其他套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選取項目的
連結"(第279頁)。

URL

至檔案或網站位址的 URL。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 URL"(第266頁)。
該欄位僅在您擁有項目的讀取權限時可見。如果您擁有寫入權限而沒有讀取權限，則
該性質不可見。

來源報表 至報表視圖的來源項目的路徑。如果來源項目已移動或刪除，則文字將顯示[不可用]。
按一下 [報表性質] 以檢視來源報表的性質。按一下 [連結至報表] 以將項目連結至其他
套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選取項目的連結"(第279頁)。
來源代理 至代理程式視圖的來源項目的路徑。如果來源項目已移動或刪除，則文字將顯示 [不
程式
可用]。
按一下 [代理程式性質] 以檢視來源報表的性質。按一下 [連結至代理程式] 以將項目連
結至其他套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選取項目的連結"(第279頁)。
捷徑

捷徑指向的項目的路徑。如果參考的項目不再存在，則將顯示文字「未找到來源項
目」。
按一下 [來源性質] 以檢視來源項目的性質。

進階路由 關鍵字清單，用於依套件、使用者群組或使用者角色將請求傳送給識別的伺服器群組
中的 Dispatcher。
按一下 [設定] 為套件、使用者角色或使用者群組新增路由關鍵字。用於導向請求的規
則由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所掌控。
Gateway

源 IBM Cognos 產品所在的 Web 伺服器的位置。僅適用於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

權限
權限顯示在 [設定性質] 頁面的 [權限] 標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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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覆蓋存取權限

是否取代從母項目繼承的權限。

存取權限 (名稱、 為項目設定的權限。您可以授予或拒絕讀取、寫入、執行、設定政策和遍訪
類型、權限)
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存取權限和憑證"(第237頁)。
按一下 [新增] 以將更多名稱新增到清單中。按一下 [刪除] 可從清單中刪除名
稱。
刪除所有子項目 是否移除所有子項目的既有存取權限以便它們將使用該項目的存取權限。
的存取權限

報表、查詢、分析和 PowerPlay 報表性質
報表性質顯示在 [設定性質] 頁面的以下標籤上：
●

Report Studio 報表的 [報表] 標籤

●

Query Studio 報表的 [查詢] 標籤

●

Analysis Studio 報表的 [分析] 標籤

●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的 [PowerPlay 報表] 標籤

您可以選取可用的紙張大小。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然後按一下 [配置]。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然後按一下 [定義紙張大小] 按鈕
新的紙張大小，請按一下 [新增]。若要刪除紙張大小，請按一下 [刪除]。

性質

說明

預設動作

報表執行時的預設動作。

。若要新增

報表選項：覆蓋 是否覆蓋報表的預設執行選項。選取該性質後，會顯示您可以覆蓋的值。
預設值
格式

報表執行時要使用的預設格式、方向和紙張大小。僅在選取 [覆蓋預設值] 時顯
示。

協助工具

是否建立支援協助工具的報表輸出。啟用支援來建立可以透過螢幕讀取器閱讀
的報表輸出。

語言

報表執行時用於報表資料的預設語言。僅在選取 [覆蓋預設值] 時顯示。

提示值

報表執行時用於篩選資料的值 (第379頁)。

作為所有人執行 報表執行時是否使用所有人憑證 (第2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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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HTML 選項：以 是否以設計模式開啟 HTML 格式的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
設計模式開啟
HTML 報表中每 您希望在 HTML 報表中每個網頁上顯示的列數
個網頁的列數
在 HTML 報表中 是否在可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檢視的 HTML 報表中啟用以下項目：向上
啟用基於選取的 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逐層分析、IBM Cognos Search、監視規則和代理程
互動功能
式通知。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閉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第389頁)。
請注意，若要在已儲存的報表輸出中評估監視規則，必須選取 [在已儲存的輸
出版本中啟用增強的使用者功能] 核選方塊。
啟用關於新版本 是否允許報表使用者接收有關已儲存報表新版本的提示。如果清除了此核選方
的提示
塊，系統將提示您是否從提示清單中移除所有使用者。
在已儲存的輸出 是否建立其他輸出格式，以便可以評估監視規則並將已儲存的輸出版本匯入到
版本中啟用增強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
的使用者功能
請注意，若要啟用監視規則，必須選取 [在 HTML 報表中啟用基於選取的互動
功能] 核選方塊。
在已儲存的輸出 是否允許使用者在已儲存的報表中新增備註。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已儲存
版本中啟用附註 報表中的附註"(第388頁)。
重新整理報表快 報表交互執行時，如果無快取資料可用，請建立新的快取資料。
取
快取持續時間

報表快取資料到期之前的天數或月數。若要啟用快取持續時間，請選取 [重新
整理報表快取] 核選方塊。

工作性質
工作性質顯示在 [設定性質] 頁面的 [工作] 標籤上。

性質

說明

步驟

工作中的步驟清單。

步驟提交

是同時執行所有的工作任務還是按順序執行工作任務。

所有步驟的 在工作層級設定預設值。按一下 [設定]，然後指定工作的所有步驟的預設。如果未
預設
設定預設，則將使用各個步驟的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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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執行歷程記 按一下 [全部] 以儲存執行活動順利完成時工作步驟的完整歷程記錄明細。工作步驟
錄明細層級 的完整歷程記錄明細包括 [名稱]、[請求時間]、[開始時間]、[完成時間] 和 [狀態]。
按一下 [有限] 可儲存工作的有限執行歷程記錄明細。有限執行歷程記錄明細包括工
作開始時間、完成日期、狀態和訊息。
如果工作執行失敗，則會儲存完整的歷程記錄明細。預設為 [全部]。
工作的執行歷程記錄明細層級設定將覆蓋工作步驟的設定。

代理程式性質
代理程式性質顯示在 [設定性質] 頁面的 [代理程式] 標籤上。

性質

說明

任務

代理程式中的任務清單。

預設動作

代理程式執行時的預設動作。

提示值

代理程式執行 (第401頁) 時用於篩選資料的值。

作為所有人執行

代理程式執行時是否使用所有人憑證 (第242頁)。

提示清單

是否允許使用者將自己新增到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中。

頁面性質
頁面性質顯示在 [設定性質] 頁面的 [版面和內容] 和 [頁面樣式] 標籤上。

性質

說明

欄數

用於組織頁面內容的欄數。
最多可使用三欄。

內容

新增到頁面的內容類型。
用於新增和移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在欄之間分佈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變更欄
順序並指定其寬度。

語言

鍵入頁面標題和說明時使用的語言。它應與產品語言相符合。

標題

頁面標題。您可以透過變更字型、字元樣式和文字對齊方式來格式化標題。若
要返回到預設瀏覽器設定，請按一下 [返回預設值]。若要修改預設設定，請按
一下 [自訂]。
您可以隱藏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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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說明

關於頁面的其他資訊。您可以透過變更字型、字元樣式和文字對齊方式來格式
化說明文字。若要返回到預設瀏覽器設定，請按一下 [返回預設值]。若要修改
預設設定，請按一下 [自訂]。
您可以隱藏說明。

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樣式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在頁面上的顯示方式。若要避免使頁面變得混亂，您可以隱
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框線、標題列和標題列上的編輯按鈕。

規則性質
使用規則性質可以定義或修改監視規則。您可以從 [我的監視項目] 的 [規則] 標籤中按一下監視規
則項目的 [設定性質] 圖示來存取規則性質。性質位於 [設定性質] 頁面的 [規則] 標籤上。
規則性質指定在已儲存 HTML 報表輸出中的條件，以便儲存報表且條件滿足時，提示您。
如需有關建立監視規則的資訊，請參閱 "為特定條件建立監視規則"(第385頁)。
下表說明了可用的規則性質。

性質

說明

關閉規則

是否關閉監視規則。關閉後，生成報表輸出時不會套用監視規則。

報表 reportname 包含以下 報表的名稱和為監視規則定義的規則。
物件時傳送提示：
若要編輯定義，按一下既有篩選條件 (例如 [> (大於)]) 並在顯示的清單
中按一下其他條件。在方塊中指定其他值。
用於選取的內容

對其套用規則的報表中的物件。

提示類型

符合規則時收到的提示類型。可以透過電子郵件或新聞項目向您傳送
提示。

組織項目
以有意義的方式組織項目 (例如報表、分析、代理程式和套件)，以便您可以輕鬆地尋找它們。計
劃如何在入口網站中最有效地組織項目非常重要。檢視項目並嘗試使用邏輯方式對它們進行群組。
請考慮依類型或使用頻率對項目進行群組。
您可以決定透過使用巢狀資料夾建立資料夾階層架構。資料夾結構應該符合邏輯且應該支援選擇
的群組方法。
使用有意義的名稱和詳細說明可以在入口網站中識別項目。
您可以複製、移動、重新命名或刪除項目。您可以建立項目的副本並將它們儲存在多個資料夾中
以便於存取。您可以關閉項目和指定項目的順序。您可以為項目選取連結。例如，如果已刪除報
表，則您可能希望將相關聯的報表視圖連結至其他報表。您還可以隱藏項目，以防止對其不必要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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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謹記，項目會經常參考其他項目，例如套件、報表、分析或查詢。此外，工作步驟、代理程式
任務、逐層分析目標或計量資料中可能存在對項目的參考。對於每個項目，參考 ID 在規格中均經
過硬編碼。
請注意，對部署物件的參考基於搜尋路徑，而不是 ID。ID 是特定於安裝的，而搜尋路徑不是。

複製項目
建立項目的副本時，您可以在入口網站的其他位置中建立該項目的副本。例如，如果您想要將通
用報表用作其他報表的基礎結構，請建立副本。項目的副本具有新的 ID。如果目標位置中存在相
同名稱的其他項目，系統會提示您使用複製的項目取代既有項目。如果您選擇取代既有項目，則
將使用既有項目的 ID。
如果您複製資料夾，則會更新對資料夾中互相參考項目的參考，以在複製的資料夾中參考項目。
如果您想要執行既有代理程式或報表以進行一些小變更，請建立代理程式視圖 (第402頁) 或報表視
圖 (第373頁)。例如，若要變更報表的格式、語言或傳送方式，請建立報表視圖。您可以同時將多
個項目複製到相同的位置。
如果您希望報表顯示在多個位置，請建立捷徑 (第266頁)。
必須擁有要嘗試複製的項目的讀取權限。還必須擁有目前資料夾的遍訪權限，以及目標資料夾的
寫入權限和遍訪權限 (第237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選取您要複製的一個或多個項目旁邊的核選方塊。
2.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複製] 按鈕

。

3. 前往一個或多個新項目的所需位置，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貼上] 按鈕

。

4. 如果項目名稱與目標資料夾中的項目名稱相同，請選擇是否要使用您要複製的項目取代既有
項目：
●

若要取代既有項目，請按一下 [是]。

●

若要取消複製，請按一下 [否]。

移動項目
移動項目時，您可以從目前資料夾中移除該項目並將其放置在其他資料夾中。
如果您的資料夾太滿以致難以找到特定項目，您可以決定移動項目。您可以建立一系列子資料夾
並移動項目以支援您的新資料夾階層架構。例如，包含每周銷售報表的資料夾可分成按月銷售報
表或按作者銷售報表。
移動項目時，ID 將保持不變。對其他項目中項目的參考不會中斷。但是，該項目的捷將不再起作
用。
例如，報表具有與其相關聯的幾個報表視圖。當您將報表移動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其
他位置時，關聯報表視圖中的參考不會中斷。但是，該項目的捷將不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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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項目時，如果目標位置中存在名稱相同的其他項目，則系統會提示您使用移動的項目取代既
有項目。如果您選擇取代既有項目，則將保留既有項目的 ID。對已移動項目的參考將會中斷。該
項目的捷徑不再起作用。
如果您想要將一般項目用作其他項目的基礎結構，請建立該項目的副本 (第275頁)。如果您希望項
目顯示在多個位置，請建立捷徑 (第266頁)。如果您想要執行既有代理程式或報表以進行一些小變
更，請建立代理程式視圖 (第402頁) 或報表視圖 (第373頁)。例如，若要變更報表的格式、語言或傳
送方式，請建立報表視圖。
必須擁有要嘗試移動的項目的讀取權限。還必須擁有目前資料夾和目標資料夾的寫入權限和遍訪
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選取您要移動的一個或多個項目旁邊的核選方塊。
2.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剪下] 按鈕

。

3. 前往一個或多個項目的所需位置，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貼上] 按鈕

。

4. 如果項目名稱與目標資料夾中的項目名稱相同，請選擇是否要使用您要複製的項目取代既有
項目：
●

若要取代既有項目，請按一下 [是]。

●

若要取消複製，請按一下 [否]。

重新命名項目
您可能決定重新命名項目。或許分析的目前名稱會引起混淆或報表的用途已變更。
重新命名項目時，ID 將保持不變。但是，搜尋路徑將發生變更。對其他項目中項目的參考不會中
斷。該項目的捷徑不再起作用。
例如，套件具有與其相關聯的報表、代理程式和逐層分析定義。重新命名套件時，相關聯的報表、
代理程式和逐層分析定義中的參考不會中斷。
您無法將項目重新命名為與相同位置中已存在的其他項目名稱相同的名稱。
必須擁有要嘗試重新命名的項目的讀取權限。還必須擁有目前資料夾和目標資料夾的寫入權限和
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要重新命名的項目，然後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

2. 按一下 [性質] 標籤。
3. 在 [名稱] 方塊中，為該項目鍵入新名稱。
4.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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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項目
您可以關閉項目以禁止使用者存取它們。
當您想要執行維護作業時，關閉項目很有用。例如，您可能希望在重新組織資料夾內容時關閉該
資料夾。關閉資料夾時，也會關閉資料夾內容。
如果項目已關閉，[已關閉] 圖示

會顯示在該項目的旁邊，以指示該項目已關閉。

如果來源項目已關閉，該項目的所有捷徑都會顯示有來源已關閉圖示

，指示其不再起作用。

您必須擁有項目的讀取和寫入權限 (第237頁) 以啟用或關閉它。還必須擁有包含該項目的資料夾的
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要關閉的項目，然後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
鈕

。

2. 按一下 [一般] 標籤。
3. 選取 [關閉此項目] 核選方塊。
提示：若要啟用已關閉的項目，請清除 [關閉此項目] 核選方塊。
4. 按一下 [確定]。
如果您僅擁有已關閉項目的讀取、執行或遍訪權限，則無法在入口網站中查看項目。如果您擁有
已關閉項目的寫入或設定政策權限，則該項目在入口網站中會顯示有 [已關閉] 圖示

。

隱藏項目
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隱藏項目 (例如報表、套件、頁
面、資料夾、工作、資料來源和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等) 以防止對這些項目進行不必要的存取或執
行。這尤其適用於在執行報表時可能會對系統效能產生負面影響的逐層分析報表。例如，在執行
包含可選提示或不包含提示的逐層分析報表時，可能導致資料庫查詢中使用大量資源。在入口網
站中隱藏這些報表後，使用者將無法執行它們，而系統也不會由於不必要的請求發生超載。
隱藏項目不會影響其性質，包括安全性權限。您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使用 URL) 存取隱藏的
項目。
根據在 [我的區域選項]
的 [我的偏好設定] 中指定的使用者偏好設定，隱藏的項目會從使用者
介面中完全消失，或者雖然保持可見，但其圖示為灰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隱藏的項
目"(第278頁)。
您無法隱藏外部名稱環境中的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管理員可以透過授予使用者對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 [隱藏項目] 功能的存取權限來控制哪些
使用者、群組或角色可以隱藏項目。僅對此功能擁有存取權限的使用者才能執行以下步驟。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軟體中，找到要隱藏的項目，然後按一下其 [設定性質] 按鈕

。

2. 在 [一般] 標籤上，選取 [隱藏此項目] 核選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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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確定]。
現在，該項目已被隱藏，但它可能仍顯示在使用者介面中，而其圖示為灰顯。若要從您的檢
視中移除該項目，請參閱"變更用於檢視隱藏項目的偏好設定的步驟"(第278頁)。

檢視隱藏的項目
使用者可以將其偏好設定變更為在使用者介面中顯示或移除隱藏的項目。表示隱藏的項目的圖示
為灰顯。
根據偏好設定，隱藏的項目可能會也可能不會顯示在搜尋頁面、精靈、另存新檔方塊中等。例如，
當使用者介面未顯示隱藏的項目時，如果使用者嘗試開啟適用的 Studio，則隱藏的套件不會顯示
在可用的套件清單中，並且搜尋結果不包含這些套件。
以下是檢視隱藏的項目時套用的規則：
●

可以將隱藏的報表作為逐層分析目標存取。
逐層分析目標可以包含參數值來避免資源密集的查詢作業。但是，仍然要求使用者擁有讀取
權限和執行權限以在逐層分析活動中使用目標報表。

●

如果使用者介面未顯示隱藏的項目，則隱藏的逐層分析定義不會顯示在 [前往] 頁面中。

●

可見的捷徑可以指向隱藏的項目。如果該捷徑指向隱藏的資料夾，則該資料夾中任何隱藏的
項目均不可見。

●

如果使用者介面未顯示隱藏的項目，則搜尋頁面不會傳回這些項目。

在以下範例情況下，無論如何設定用於檢視隱藏項目的使用者偏好設定，隱藏的項目始終可見。
●

[權限] 和 [個人] 標籤上的隱藏項目
項目圖示為灰顯。

●

與隱藏頁面相關聯的入口網站標籤

●

頁面中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

參考工作中已隱藏項目的工作步驟
項目圖示為灰顯。

●

參考代理程式中已隱藏項目的代理程式任務
項目圖示為灰顯。

●

報表執行歷史記錄中的詳細資訊
表示隱藏的項目的圖示不會變更。

在 IBM® Cognos® 軟體中設定用於檢視隱藏項目的預設選項是管理使用者設定檔的一部分。
只有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對 [隱藏項目] 功能擁有存取權限的使用者才能執行以下步驟。

變更用於檢視隱藏項目的偏好設定的步驟
1. 前往 [我的區域選項]

，然後按一下 [我的偏好設定]。

2. 在 [一般] 標籤上，選取或清除 [顯示隱藏項目] 核選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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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選取此核選方塊，則隱藏的項目將顯示在使用者介面中，而其圖示為灰顯。如果清除此
核選方塊，則隱藏的項目將從使用者介面中消失。
3. 按一下 [確定]。

選取項目的連結
某些項目在建立時已被連結至其他項目。例如，報表視圖被連結至報表，報表或代理程式被連結
至套件。計量資料被連結至計量資料套件。
您可以變更項目的連結。例如，如果已刪除報表，則您可能希望將相關聯的報表視圖連結至其他
報表。變更連結後，報表檢視將反映新報表的內容。
請選取適用於項目的連結。例如，報表被連結至的套件必須包含該報表的有效模型才能正確執行。
如果與項目相關聯的連結無法使用，則將顯示 [不可用]。例如，如果報表被連結至的套件已刪除，
則將顯示 [不可用]。
必須對您要嘗試為其選取連結的項目擁有寫入權限。還須對目前資料夾擁有寫入權限和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中，找到所需的項目，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

2. 按一下 [一般] 標籤並尋找項目的目前連結。
例如，對於報表，查找 [套件]。對於報表視圖，查找 [來源報表]。
3. 按一下連結。
例如，對於報表，按一下 [連結至套件]。對於報表檢視，按一下 [連結至報表]。
4. 選取您要將項目連結至的新項目，並按一下 [確定]。

刪除項目
刪除項目時，您可以從入口網站中永久刪除該項目並刪除其 ID。您可以決定刪除項目，因為它已
過期或可能不再滿足您的要求。
刪除捷徑的來源項目僅會移除來源項目。將保留捷徑項目，但會顯示一個無效參考圖示
無法存取這些捷徑項目。

，且

刪除捷徑、報表或代理程式視圖僅會移除選取的項目，並不會移除來源項目。其他項目中的參考
不再起作用。
必須對要嘗試刪除的項目擁有寫入權限或設定政策權限。還須對目前資料夾擁有寫入權限和遍訪
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選取您要刪除的項目旁邊的核選方塊。
2.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刪除] 按鈕

。

隨即顯示確認方塊。
3.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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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項目的順序
您可以指定入口網站中資料夾和項目的順序。可以決定按使用層級組織項目，並將您日常使用的
項目放在清單的頂部。
依預設，會按字母順序對既有項目排序。在指定順序後新增的項目將顯示在清單末尾。
若要指定項目的順序，您必須對資料夾中的所有項目擁有讀取和寫入權限，並對包含這些項目的
資料夾擁有讀取權限和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所需的標籤。
2.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排序] 按鈕

。

3. 在 [按預設順序顯示] 清單方塊中選取項目，然後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
先顯示] 清單方塊。

，以將它們移至 [首

附註：您可以單獨指定資料夾和項目的順序。
4. 按一下 [上]、[下]、[到頂部] 和 [到底部] 連結以在清單內移動資料夾和項目。
5. 按一下 [確定]。

建立資料夾
您可以將項目組織到資料夾中。將資料夾以合乎邏輯的方式進行標籤和組織，這有助於您輕鬆地
找到報表。例如，您可能希望在 [我的資料夾] 或 [公共資料夾] 中建立資料夾來幫助您組織項目。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中建立資料夾：
●

公共資料夾
放置在 [公共資料夾] 中的項目是使用者所需的，可被多個使用者檢視。在 [公共資料夾] 標籤
中，內容按套件或資料夾進行群組。每個套件都包含一個模型和所有相關的項目，例如資料
夾、報表、工作、報表視圖、代理程式、計量資料、URL 和捷徑。

●

我的資料夾
您可以建立個人資料夾並根據您的偏好設定使用它們來組織項目。[我的資料夾] 僅在您登入
後由您存取。

必須對資料夾擁有寫入權限才能在其中建立項目。

提示
●

按一下 [更多] 以檢視可在項目上執行動作的完整清單。

●

按一下 [設定性質]
，以變更項目的一般設定、預設值、權限和工作性質。並非所有性質
均適用於每種類型的項目。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移至新資料夾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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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入口網站工具列上的 [新資料夾] 按鈕

。

3. 在 [名稱] 方塊中，鍵入新資料夾的名稱。
4. 如果需要，可以在 [說明] 和 [螢幕提示] 方塊中鍵入項目的說明。
當您將偏好設定設為使用明細檢視時，該說明將顯示在入口網站中 (第283頁)。當您將指標懸
停在入口網站中該項目的圖示上時，將顯示螢幕提示 (最多 100 個字元)。
5. 如果您不想使用顯示在 [位置] 下的目標資料夾，請選擇其他位置：
●

按一下 [選取另一個資料夾]，選取目標資料夾，然後按一下 [確定]。如果資料夾方塊為
空，請透過對話方塊頂部的路徑返回某個資料夾層級。

●

按一下 [選取我的資料夾] 作為位置。

6. 按一下 [完成]。
新資料夾與母資料夾擁有相同的權限。如需有關變更存取權限的資訊，請參閱"存取權限和憑
證"(第237頁)。

為項目指定備用圖示
在入口網站中，顯示在項目旁邊的標準圖示有助於識別該項目所屬的類別。若要在多個類似項目
中更好地識別某項目，您可以使用備用圖示取代標準圖示。
指定備用圖示時，請使用 16 x 16 像素的螢幕解析度以確保圖示在入口網站中正確對齊和隔開。
自訂 (例如備用圖示) 不會自動保留。因此，升級後必須手動連接備用圖示。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所需的項目，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2. 按一下 [一般] 標籤，然後在 [圖示] 旁邊按一下 [編輯]。
3. 按一下 [指定圖示]，並在編輯方塊中指定影像的名稱，例如 myicon.gif。
影像必須位於資料夾 c10_location/webcontent/ps/portal/images 中。
4. 按一下 [確定]。
無論項目顯示在入口網站中的何處，備用圖示將替代標準圖示顯示。

搜尋項目
您可以搜尋名稱、說明或兩者均與搜尋標準中輸入的字串相符合的項目。搜尋將忽略大小寫。
下表顯示了搜尋標準和結果的範例。

方式

搜尋標準

結果

包含完整字串

報表 1

「報表 1」、「報表 100」、 「報表 1 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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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搜尋標準

結果

以完整字串開頭

報表

「報表 1」、「報表 100」

與完整字串相符合

報表

「報表」、「報表」

您對其擁有存取權限的項目包含在搜尋結果中。
如需有關多語言搜尋的資訊，請參閱"使用多種語言搜尋項目"(第283頁)。

步驟
1. 前往您要包含在搜尋中的最高層級資料夾。
提示：輸入搜尋標準時，您可以透過變更 [範圍] 來增加或限制要包括在搜尋中的資料夾。
2. 在 [搜尋選項] 中，指定要使用的搜尋選項。可以使用以下選項：
●

全部文字和所有欄位

●

名稱欄位

●

說明欄位

●

名稱或說明欄位

3.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搜尋] 按鈕

。

4. 在搜尋方塊中，鍵入您要搜尋的片語。
5. 按一下 [進階]。
6. 選擇搜尋字串和結果之間的相符合類型：
●

若要傳回名稱或說明中某處包含搜尋字串的項目，請按一下 [包含完整字串]。

●

若要傳回名稱或說明以搜尋字串開頭的項目，請按一下 [以完整字串作為開頭]。

●

若要傳回名稱或說明與搜尋字串逐字相符合的項目，請按一下 [符合完整字串]。

附註：這些選項僅適用於搜尋選項：[名稱欄位]、[名稱或說明欄位] 或 [說明欄位]。
7. 在 [類型] 方塊中，按一下要搜尋的項目類型。
提示：若要在選取的位置中搜尋所有捷徑，請按一下 [捷徑]。
8. 在 [修改時間] 方塊中，按一下上次修改項目的日期。
例如，如果您想要搜尋傳回上週更新的項目，請按一下 [過去一週]。
附註：此選項僅在 Cognos® 名稱環境中可用。
9. 在 [範圍] 方塊中，按一下要包括在搜尋中的資料夾。
10. 按一下 [搜尋]

按鈕。

與搜尋標準相符且您擁有檢視權限的項目將顯示在螢幕底部的 [結果] 下。
提示：若要開啟項目，請按一下項目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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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種語言搜尋項目
搜尋所用的預設語言由使用者的區域設置進行設定。您可以在 [我的偏好設定] 的 [設定偏好設定]
頁面內變更 [內容語言] 選項，從而自訂此設此設定。如果 [內容語言] 為 [英語]，則會用英語顯示
搜尋結果。如需有關搜尋某項目的資訊，請參閱"搜尋項目"(第281頁)。
執行搜尋時，搜尋字詞所用的語言可以與 [內容語言] 設定中指定的語言不同。若要使用多種言搜
尋，請使用以下語法：
<search_term> +language: <locale>

範例：ventes +language: fr
您可以使用不同的語言進行搜尋，但是僅當搜尋索引支援您使用的語言時，您才能接收到搜尋結
果。支援的語言由您的管理員指定。
如需有關指定適用於搜尋之區域設置的資訊，請參閱"依語言限制索引"(第433頁)。

步驟
1.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搜尋] 按鈕

。

2. 在搜尋方塊中，鍵入您要搜尋的片語。使用以下語法：
<search_term> +language: <locale>

搜尋會傳回一個項目清單。

個人化入口網站
您可以透過變更偏好設定來個人化資料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顯示方式。例如，您可以
設定產品語言和報表的偏好輸出格式。
變更將在目前工作階段中立即生效。偏好設定將被儲存並用於以後的工作階段，除非您變更它們。
您可以變更以下設定：

一般

說明

清單視圖中的項 需要捲軸之前顯示在清單中的最大列數。這適用於允許捲動的列。
目數
清單視圖中的分 在 [公共資料夾] 和 [我的資料夾] 的清單中分隔項目的方法。
隔符號
可從無分隔符號、格線或交互背景中進行選擇。該設定適用於除輸出版本清單
之外的所有清單。該設定僅在您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網頁瀏覽器或
Firefox 時可用。
樣式

統一的外觀已套用至 IBM Cognos 軟體的所有元件。
您可以從提供給您的樣式中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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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說明

顯示隱藏的項目 使用此設定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從視圖中顯示或移除隱藏的項目。
選取該核選方塊後，隱藏的項目仍可見，但其圖示為灰顯。
清除該核選方塊後，隱藏的項目將從視圖中消失。例如，隱藏的套件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及相關聯的工作室中不可見。
您必須擁有管理員授予的對 [隱藏項目] 功能的存取權限，才能查看此設定。
預設視圖

依預設使用清單視圖或明細視圖的決定。清單視圖顯示名稱、修改日期和動
作。明細視圖顯示名稱、說明、修改日期和可能的動作。
明細視圖僅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 [公共資料夾] 和 [我的資料夾] 中起作
用。在其他元件中，使用清單視圖。

明細視圖中的欄 明細視圖中每列的最大欄數。
數
報表格式

檢視報表的偏好格式。可在 HTML、PDF、帶分隔符號的文字 (CSV)、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和 XML 中進行選擇。

顯示執行選項彙 報表未交互執行時用於顯示執行選項彙總的選項。
總
啟動時顯示歡迎 工作階段開始時用於顯示或隱藏歡迎頁面的選項。
頁面
啟用我執行或排 無論何時我執行或排程報表時都建立可存取的報表輸出的選項。
程之報表的協助
工具支援
產品語言

IBM Cognos 使用者介面使用的語言。它適用於所有 IBM Cognos 元件，例如 IBM
Cognos Connection、IBM Cognos Viewer 和 Report Studio。

內容語言

用於在 IBM Cognos 軟體中檢視和生成內容 (例如項目的名稱和說明或報表中的
資料) 的語言。

時區

使用的時區。選取管理員設定的預設伺服器時區。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
裝和配置指南》。或者您可以選取其他時區。

如果您對帳戶擁有讀取權限，則將顯示個人設定。

個人

說明

首要登入

您用於登入 IBM Cognos 軟體的名稱環境和憑證。還會顯示給定名稱、姓氏和電子郵
件位址 (如果它們已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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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說明

次要登入

次要登入的清單。
如果您已登入至多個名稱環境，則存在次要登入。

提示

用於指定提示的電子郵件位址。
Delivery Service 處理提示清單時，將使用在 [電子郵件] 方塊中指定的電子郵件位址
向使用者傳送提示。如果未指定電子郵件位址，將使用在 [首要登入] 區段中指定的
電子郵件位址。

憑證

使用憑證授權其他使用者、群組和角色執行項目。
如果您登入至多個名稱環境，則在變更密碼後按一下 [更新憑證] 以確保所有憑證都
可用。

群組和角色 與首要登入和次要登入相關聯的群組和角色的清單。
功能

您可以基首要登入和次要登入使用的安全功能和特徵的清單。若要建立信任的憑
證，請參閱"信任的憑證"(第242頁)。

如果您對帳戶擁有讀取權限，則將顯示入口網站標籤設定。

入口網站標籤 說明
項目清單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環境中表示標籤，包括 [公共資料夾] 和 [我的資料夾]。

新增

用於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為指定的頁面新增標籤。
每個標籤可表示 [公共資料夾]、[我的資料夾] 或頁面。

移除

用於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移除標籤。

修改順序

用於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變更標籤的順序。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我的偏好設定]，然後按一下所需
的標籤。
2. 選擇適當的設定。
3. 按一下 [確定]。

我的監視項目
使用入口網站的 [我的監視項目] 區域，可檢視 (第286頁) 和管理單個位置中的監視項目。監視項目
包括提示清單和監視規則，可以幫助您監控對您來說非常重要的業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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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標籤可以顯示您所屬的提示清單。使用此標籤可以將您自己從報表或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
中刪除。
[規則] 標籤顯示您在已儲存的 HTML 報表輸出中建立的監視規則。使用該標籤可以執行以下動作
●

編輯監視規則 (第287頁)

●

啟用或關閉監視規則。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閉項目"(第277頁)。

●

在資料夾中組織監視規則。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建立資料夾"(第280頁)。

●

刪除監視規則。如需訊，請參閱"刪除項目"(第279頁)。

●

編輯 [我的監視項目] 頁面性質。如需資訊，請參閱"編輯頁面"(第292頁)。

您還可以將自己新增至報表的提示清單中 (第383頁)，將自己新增到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中 (第404
頁)，以及為報表建立監視規則 (第385頁)。
報表所有人必須允許報表使用者接收提示並為報表建立監視規則。

檢視監視項目
若要檢視您所屬的提示清單和建立的監視規則，請使用入口網站的 [我的監視項目] 區域。
您還可以將自己從提示清單中移除 (第286頁)，以及編輯監視規則 (第287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我的監視項目]。

2. 若要檢視提示清單，請按一下 [提示]。
3. 若要檢視監視規則，請按一下 [規則]。

將自己從提示清單中移除
若要將自己從報表或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中移除，請使用入口網站的 [我的監視項目] 區域。
將您新增至提示清單後，您可以在儲存報表或與代理程式任務相關聯的報表時收到電子郵件通知。
將自己從提示清單中移除後，您將不會再收到提示。
提示：您也可以使用 [設定性質] 頁面的 [報表] 標籤將自身新增到報表的提示清單或將自身從報表
的提示清單中移除(第383頁)。對於代理程式，您可以使用 [設定性質] 頁面的 [代理程式] 標籤(第404
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2. 按一下 [提示] 標籤，並在 [來源] 欄中按一下要移除的提示清單。
您可以選取多個提示清單。
3. 按一下 [請將我從通知清單移除] 按鈕。
4. 按一下 [重新整理] 按鈕。
請注意，提示清單已從 [來源] 欄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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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監視規則
在已儲存的 HTML 報表輸出中建立監視規則後，您可以從入口網站的 [我的監視項目] 區域編輯這
些監視規則。例如，您可以變更諸如名稱、語言和說明等一般性質。您還可以變更性質，例如規
則的條件表示式、套用規則的項目以及提示類型。
如需有關建立監視規則的資訊，請參閱"已儲存報表中的監視規則"(第384頁)。
若要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編輯監視規則，您必須擁有 [我的監視項目] 頁面的讀取和寫入
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鈕
目]。

、[我的監視項

2. 按一下 [規則] 標籤，並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要編輯的監視規則的 [設定性質] 按鈕。
3. 使用 [設定性質] 頁面中的 [一般] 標籤，可以變更諸如監視規則的名稱、語言或說明等性質。
4. 按一下 [規則] 標籤以編輯規則性質，例如規則的條件表示式、規則適用的項目以及提示類型。
如需有關規則性質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已儲存報表中的監視規則"(第3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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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頁面和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儀表板。您還可以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中建立儀表板，而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存取所建儀表板。本節
介紹使用頁面和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所建立的儀表板的相關資訊。如需有關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第304頁)。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和儀表板提供了快速存取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和績效管理資
訊 (例如報表、計量資料或新聞項目) 的功能。該資訊與特定使用者或業務目標相關，您可以一目
了然地進行監控。
儀表板為具有增強功能的頁面。該資訊顯示在易於瀏覽的多個標籤中。每個標籤可包含不同的資
訊段。儀表板可透過 URL 作為獨立的應用程式存取。使用者可以列印選取的儀表板頁面。
這些頁面和儀表板的內容由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或其他支援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提供。每個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均為獨立的應用程式，可以為頁面新增不同的內容和功能 (例如用於瀏覽資料夾
和項目、檢視報表和計量資料、以及包含自訂文字和影像或指向其他網頁的連結的功能)。
您可以將不同類型的資訊新增到您的頁面並以對您有意義的方式組織這些資訊。例如，您可能想
要查看特定的 IBM Cognos 報表和計量資料，或希望擁有您所喜愛網站的連結。
下表顯示了可以新增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的內容類型，以及提供此內容的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

頁面內容

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

瀏覽 IBM Cognos 資料夾、報表和其他項目

IBM Cognos
Navigator

IBM Cognos Content

搜尋 IBM Cognos 報表和其他項目

IBM Cognos Search

檢視 IBM Cognos 報表和其他項目並與其進行交互 IBM Cognos Viewer
檢視其他類型的績效計量資料 (例如您希望密切監 IBM Cognos 計量資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控的計量資料或您直接負責的計量資料) 並與其進 料清單
行交互。
新增可以說明計量資料歷程績效的計量資料歷程 IBM Cognos 歷程記
記錄圖表
錄圖表
顯示與計量資料相關聯的影響圖表

IBM Cognos 影響圖
表

顯示與計分卡相關聯的自訂圖表。

IBM Cognos 自訂圖
表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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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內容

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

檢視使用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建
立的自訂應用程式並與其進行交互

IBM Cognos 延伸應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
用程式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註冊並顯示指向其他網頁的作用中連結

書籤檢視器

新增並檢視自訂影像，例如標誌

影像檢視器

插入任何其他網頁

HTML 檢視器

IBM Cognos Utility

新增並顯示由 URL 位址指定的簡易聯合供稿系統 RSS 檢視器
(RSS) 的內容
新增並檢視自訂文字和影像

HTML 來源

建立並檢視具有多個標籤的儀表板

多頁

將非 Cognos 項目新增到頁面

支援的其他入口網 與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站應用程式
相關聯的內容

儀表板

附註：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也稱為 HTML 片段。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工作階段中快取頁面清單。頁面的狀態在目前工作階段期間變更時，對
頁面具有存取權限的使用者會受影響。例如，如果某頁面已關閉或刪除，則該頁面將無法再使用，
並且其標籤將會被刪除或不起作用。要使用最新設定更新入口網站，請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重新整理] 按鈕

。

第一次登入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 時，您可以存取管理員允許您使用的頁面。稍後，您可以建
立自己的頁面。
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以下與頁面相關的任務：
●

建立頁面 (第291頁) 和儀表板(第297頁)

●

編輯頁面 (第292頁)

●

與其他使用者共享頁面 (第292頁)

●

修改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292頁)

●

啟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 (第293頁)

●

新增、移除入口網站標籤或對其進行重新排序 (第294頁)

●

變更首頁 (第297頁)

●

向頁面和儀表板新增互動功能 (第299頁)

如需有關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其他入口網
站"(第4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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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頁面
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自己的頁面，以將不同類型的資訊分組到一個視圖中。
頁面將儲存在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中。如果您計劃與其他使用者共享頁面，請將它儲存
在 [公共資料夾] 中。
建立頁面後，您可以編輯頁面以修改其內容、版面和樣式，並設定存取權限 (第292頁)。
如果您對頁面具有必要的存取權限，則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刪除頁面 (第279頁)。刪除
頁面可能會影響您的入口網站標籤 (第294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新頁面] 按鈕

。

2. 指定頁面的名稱和位置，如果需要，也可以指定說明和螢幕提示。
3. 按一下 [下一步]。
將顯示 [設定欄和版面] 頁面。
4. 透過設定欄數和欄的寬度定義頁面的版面。
提示：如果您在使用多個欄，並且其中一欄包含一個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顯示的報表，請
將寬度設定為至少 50%，以使捲動範圍最小。
5. 在要向其新增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欄中，按一下 [新增]。
6. 按一下包含您要新增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
7. 選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 [新增] 按鈕
，以將它們移至 [所選項目] 方塊。如果
您想要從 [所選項目] 方塊中移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請按一下 [移除]。
提示：您可以透過按一下 [檢視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按鈕
容。

來預覽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

8. 按一下 [確定]。
9. 為所需的每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重複步驟 5 到步驟 8。
10. 按一下 [確定]，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螢幕將顯示 [設定頁面樣式] 頁面。
11. 自訂頁面的外觀。
●

如果需要，請在產品語言中新增頁面的標題和說明。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編輯頁面"(第292頁)。
若要隱藏標題或說明，請選取相關聯的核選方塊。
提示：若要變更文字的格式，請按一下 [自訂]。若要返回到預設格式，請按一下 [返回預
設值]。

●

如果需要，請隱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框線、標題欄或標題欄中的編輯按鈕。這樣有助於避
免頁面混亂並使頁面具有統一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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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按一下 [下一步]。
13. 若要將頁面新增至入口網站標籤列，請選取 [將此頁面新增至入口網站標籤] 核選方塊。若要
檢視頁面，請選取 [檢視頁面] 核選方塊。
14. 按一下 [完成]。

編輯頁面
您可以變更頁面內容、版面和樣式以及存取權限。例如，您可能想要查看其他報表，或變更可存
取該頁面的使用者清單。

頁面標題和說明
建立頁面時，您可以僅使用您目前使用的產品語言指定頁面的標題和說明。例如，如果您使用法
語版的 IBM® Cognos® 軟體，則只能使用法語鍵入標題和說明。建立頁面後，您可以透過在 [頁面
樣式] 標籤上編輯頁面性質來新增其他語言版本的標題和說明。

步驟
1. 前往您要編輯的頁面。
2. 按一下 [編輯頁面] 按鈕

。

提示：也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頁面，然後按一下其 [設定性質] 按鈕。
3. 根據需要變更頁面性質。
如需有關變更頁面內容、版面和樣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頁面"(第291頁)。
如需有關設定頁面存取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共享頁面"(第292頁)。

共享頁面
您可以透過賦予其他使用者頁面的存取權限來與他們共享頁面。您可以設定權限，以便其他使用
者僅可以檢視頁面或也可以修改頁面。
若要檢視頁面，需要對頁面具有遍訪權限和執行權限，並對其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具有執行權限。
若要修改頁面，還需要具有寫入權限。

步驟
1. 如果您未在 [公共資料夾] 中建立頁面，請將其從個人資料夾複製到此處 (第275頁)。
2. 指定可以對頁面具有讀取、遍訪、執行或寫入權限的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存取權限和憑證"(第237頁)

修改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為頁面提供了不同類型的資訊。如果您對頁面具有必要的權限，則可以在頁面
中修改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實例的內容 (第292頁)。即使管理員重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您也會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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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設定。如果其他使用者對包含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實例的頁面也具有存取權限，則他們也會
看到變更。但是，如果管理員鎖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則您無法對其進行配置。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可配置性質會有所不同。如需詳細資訊，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標題列中的 [說明] 按鈕。

步驟
1. 前往包含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頁面。
2. 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編輯] 按鈕

。

3. 根據需要編輯性質。
提示：如果您想要返回預設設定，請按一下 [重設] 按鈕。
4. 按一下 [確定]。

啟用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
您可以啟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對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通訊，以便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交互。例
如，當您想要瀏覽已公佈的 IBM® Cognos® 報表並在同一頁面上檢視選取的報表時，即可使用此功
能。
此功能僅套用於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並在不同群組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工作。例如，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與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一
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為目標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其餘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為來源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來源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動作結果將顯示在相關聯的目標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
不同頁面中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彼此之間進行通訊。
您可以啟用以下來源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目標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到入口
網站應用程式的通訊。

來源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目標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IBM Cognos Navigator

IBM Cognos Viewer

IBM Cognos Search

IBM Cognos Viewer

IBM Cognos Viewer

IBM Cognos Viewer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

IBM Cognos Viewer
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
IBM Cognos 影響圖表

IBM Cognos 影響圖表

IBM Cognos Viewer
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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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目標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IBM Cognos 自訂圖表

IBM Cognos Viewer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
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

書籤檢視器

HTML 檢視器

影像檢視器

HTML 檢視器

RSS 檢視器

HTML 檢視器

若要啟用該功能，您可以在目標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指定通路名稱並在相關聯的來源入口網站應
用程式中參照該名稱。
如需有關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其他
入口網站"(第481頁)。

步驟
1. 前往包含您要對其啟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到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通訊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
頁面或儀表板。
2. 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編輯] 按鈕

。

3. 對於通路性質，請鍵入所需的名稱。
名稱可以包含字母、數字和加底線 (_) 字元，但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Cognos、Cognos_
Portlets、CognosPortlets 為有效名稱。
附註：您鍵入通路名稱的方塊在不同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其標籤也不同。例如，[通路]、
[使用通路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或 [目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
4. 按一下 [確定]。
5. 對於您希望在相同的通路中轉移的每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重複這些步驟。
請確保鍵入的通路名稱相同。

入口網站標籤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標籤可用於快速存取對您來說非常重要的頁面。
標籤可表示：
●

公共資料夾

●

我的資料夾

●

頁面或儀表板

管理員可以為使用者指定預設標籤設定。若要個人化 IBM Cognos Connection，您可以新增 (第295
頁) 和移除 (第296頁) 標籤，或者對它們進行重新排序 (第296頁)。其他使用者不會受變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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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頁面後，將自動移除與此頁面相關聯的標籤。當對相關聯的頁面具有存取權限的其他使用者
對這些頁面進行變更時，您的標籤可能也會受到這些變更的影響。例如，在目前工作階段期間刪
除頁面時，其標籤不再起作用，並且在您按一下該標籤時可能會顯示錯誤訊息。若要查看最新標
籤設定，請按一下 IBM Cognos Connection [重新整理] 按鈕

。

附註：如果存在多個標籤，將自動新增捲動功能。

新增標籤
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為新頁面或既有頁面新增標籤，以便可以快速存取該頁面。
如果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標籤在標籤列中不可用，您也可以新增這些標籤。每個資料夾
或頁面僅可以存在一個標籤。
有多種方法可以新增標籤。請選擇適合您目前視圖的方法。

使用我的偏好設定的步驟
1. 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 按鈕

、[我的偏好設定]，然後按一下 [入口標籤] 標籤。

螢幕將顯示目前標籤的清單。
2. 按一下 [新增]。
3. 在可用頁面清單中，選取所需的頁面。
您可以選取多個頁面。
4. 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

，以將頁面移至 [所選項目] 方塊。

5. 按一下 [確定]。
頁面的標籤將顯示在入口網站中。
6. 按一下 [確定] 以關閉 [我的偏好設定]。

使用標籤功能表的步驟
1. 從標籤列左側的 [標籤] 功能表

中，按一下 [新增標籤]。

2. 在可用頁面清單中，選取所需的頁面。
您可以選取多個頁面。
3. 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以將頁面移動到 [所選項目] 方塊。
4. 按一下 [確定]。
頁面的標籤將顯示在入口網站中。

使用新增按鈕的步驟
1. 在可用頁面清單中，找到所需的頁面。
2.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與其關聯的 [新增] 按鈕

。

標籤將顯示在入口網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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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標籤
您可以在不需要標籤時將其刪除。
刪除包含標籤的頁面後，會自動移除該標籤。移除頁面的標籤後，不會刪除頁面。
如果需要，您可以刪除 [公共資料夾] 和 [我的資料夾] 標籤，稍後再重新新增這些標籤 (第295頁)。
刪除標籤不會從 Content Manager 中刪除 [公共資料夾] 和 [我的資料夾]。

使用我的偏好設定的步驟
1. 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 按鈕

、[我的偏好設定]，然後按一下 [入口標籤] 標籤。

螢幕將顯示目前標籤的清單。
2. 選取要移除標籤旁邊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移除此標籤]。
您可以選取多個標籤。
3. 按一下 [確定]。
標籤將從標籤列中刪除。

使用標籤功能表的步驟
1. 在標籤列上，按一下要移除的標籤。
2. 從標籤列左側的 [標籤] 功能表

中，按一下 [移除此入口標籤]。

3. 在訊息方塊中，確保您要刪除的標籤正確，並按一下 [確定]。
標籤將從標籤列中刪除。

對標籤進行重新排序
您可以變更標籤的順序，以便以對您有意義的方式組織它們。

使用我的偏好設定的步驟
1. 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 按鈕

、[我的偏好設定]，然後按一下 [入口標籤] 標籤。

螢幕將顯示目前標籤的清單。
2. 按一下 [修改順序]。
3. 在 [標籤] 方塊中，根據需要上移或下移標籤。
4. 按一下 [確定]。
標籤將以新順序顯示。
5. 按一下 [確定] 以關閉 [我的偏好設定]。

使用標籤功能表的步驟
1. 從標籤列左側的 [標籤] 功能表
螢幕將顯示目前標籤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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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相應的按鈕上移或下移標籤。
3. 按一下 [確定]。
標籤將以新順序顯示。

變更首頁
您可以選擇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的任何頁面作為首頁。

步驟
1. 前往您要設定為新首頁的頁面。
2. 按一下 [首頁] 圖示

旁邊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設定為首頁]。

使用多個標籤建立儀表板
儀表板是使用者所需的最重要資訊的視覺顯示。該資訊已經過聯合，安排為單屏顯示，以便可讓
您一目了然地進行監控。
不同資訊段顯示在不同標籤上。若要建立儀表板，您可以透過使用多頁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289
頁) 將不同資訊段組合到單一視圖中。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已連結至包含項目 (這些項目在儀表板
中顯示為標籤) 的來源資料夾。您可以透過在來源資料夾中新增或刪除相關聯的項目對儀表板中的
標籤進行變更。
以下項目可在儀表板中用作標籤：
●

資料夾和資料夾的捷徑
使用資料夾以包含二級標籤。

●

套件和套件的捷徑
使用套件以包含二級標籤。

●

報表和報表的捷徑
用於檢視或執行 Report Studio 報表。

●

報表視圖和報表視圖的捷徑
用於檢視或執行 Report Studio 報表。

●

查詢和查詢的捷徑
用於檢視或執行 Query Studio 報表。

●

分析和分析的捷徑
用於檢視或執行 Analysis Studio 報表。

●

頁面和頁面的捷徑
用於新增頁面或其他儀表板

●

URL 和 URL 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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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嵌入其他網頁。
●

PowerPlay 報表
用於檢視或執行 PowerPlay® 報表

●

Microsoft® 文件
用於包含指向 Microsoft 文件 (例如 Excel、PowerPoint 或 Word 文件) 的連結。

一般儀表板性質與頁面性質相同。您可以編輯儀表板版面和樣式 (第292頁)，修改多頁入口網站應
用程式的性質 (第292頁)，設定儀表板的存取權限 (第292頁)，並將它新增到入口網站標籤 (第294頁)。

設定儀表板資料夾結構
開始建立儀表板之前，建議在 [公共資料夾] 中設定資料夾階層架構以保持儀表板資源有條理。例
如，為您計劃建立的所有儀表板建立一個資料夾。接下來，為每個儀表版建立一個子資料夾以用
作您要包含在儀表版中的項目 (例如報表、資料夾、頁面或捷徑) 的來源資料夾。資料夾結構可能
如下所示：
根資料夾
儀表板
銷售
(1)
行銷
銷售資源

(2)

行銷資源
捷徑
(3)

捷徑
頁面
資料夾

1.

[銷售] 和 [行銷] 頁面為多標籤式儀表版。這些頁面是使用多頁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建置的儀表版主要頁面。

2.

銷售資源資料夾是 [銷售] 儀表板的來源資料夾，而行銷資源資料夾是 [行銷] 儀表板的來源資料夾。

3.

來源資料夾可包含諸如報表、頁面、資料夾、捷徑等項目。這些項目在儀表板中顯示為標籤。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新頁面] 按鈕

。

2. 鍵入名稱，並為頁面選取位置。
3. 按一下 [下一步]。
4. 在 [設定欄和版面] 頁面中，將欄數設定為 1，將欄寬度設定為 100%。
5. 按一下 [新增]。
將顯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清單。
6. 在 [可用項目] 方塊中，按一下 [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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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選取 [多頁]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
[所選項目] 方塊。

，以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移至

8. 按一下 [確定]，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9. 在 [設定頁面樣式] 頁面中，為頁面指定一個有意義的標題，選取其餘任何性質，並按一下 [下
一步]。
10. 在 [選取動作] 頁面上，您可以選取 [將此頁面新增至入口網站標籤]。
11. 按一下 [完成]。
您建立的頁面為儀表板主要頁面。
12. 開啟建立的頁面。
將顯示多頁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空白框架。
13. 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工具列中的 [編輯] 按鈕

。

隨即顯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頁面。
14. 在 [資料夾] 區段中，按一下 [選取項目]。
15. 瀏覽至包含儀表板資源的資料夾或套件，例如捷徑、頁面或書籤。選取項目，然後按一下 [確
定]。
提示：若要在儀表板中將 [我的資料夾] 新增為標籤，請建立 [我的資料夾] 的捷徑。
16. 根據需要指定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例如，在 [顯示樣式] 區段中，指定如何在頁面頂
部水平顯示儀表板標籤，或在頁面左側垂直顯示儀表板標籤。
如需有關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多頁"(第782頁)。
17. 按一下 [確定]。
現在，您可以開啟並檢視儀表板頁面。
提示：其他使用者可以透過儀表板的 URL 存取該儀表板。若要查看 URL，請前往 IBM Cognos
Connection，找到儀表板主要頁面，然後開啟其性質頁面。在 [一般] 標籤上，按一下 [檢視搜尋路
徑、ID 和 URL]。

向頁面和儀表板新增互動功能
如果向頁面和儀表板新增互動功能，則頁面和儀表板可以更加有效地進行資料製表和分析。在一
個報表中執行一次動作即可以使其他報表同時重新整理，並顯示與該動作相關聯的資料。
您可以透過執行以下動作增強頁面互動功能
●

定義全域篩選器 (第300頁)

●

啟用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動作共用 (第303頁)

●

啟用共享逐層分析動作 (第3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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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全域篩選器
全域選器用於控制一個或多個報表在單個入口網站頁面或儀表板中的顯示。例如，全域篩選器可
以位於僅包含提示或提示控制的報表中。這允許單一選取一次驅動多個報表。當提示答案變更時，
所有相關報表都將動態重新整理以顯示回答該提示的資料。例如，如果您對國家/地區提示的回答
是 [巴西]，則將對頁面中的所有相關報表進行篩選以顯示有關 [巴西] 的資料。當在儀表板中使用
全域篩選器時，會將內容傳遞給所有相對的標籤。
執行以下任務以設定在頁面或儀表板中使用全域篩選器：
❑

準備報表 (第300頁)

❑

建立全域篩選器 (第300頁)

❑

在頁面上組合報表 (第301頁)

準備報表
在開始建立包含全域篩選器的頁面或儀表板之前，您必須知道可以使用哪些報表並且準備好這些
報表。可以在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 或 Analysis Studio 中編寫這些報表。
對於套件中的報表，全域篩選器會使用模型項目共用參數。

建立全域篩選器
全域篩選器是可在不同報表中共享的值。在用於儀表板的報表中，至少有一個報表需要包含提示
或提示控制。提示報表使用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嵌入到頁面或儀表板中，並使
用全域篩選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與頁面中的其他報表進行連結。這些用作全域篩選器的提示
可以控制選擇的連結報表的顯示。如果在單一頁面中執行此功能，則這些提示可以控制該頁面不
同部分中的連結報表。
如果頁面是包含多個標籤的儀表板，則這些提示可以控制在標籤中進行報表篩選。請注意，對於
在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籤中進行篩選有所限制。對於提示控制報表篩選，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必須在多頁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所處的同一頁面中作為同層級
存在。
建議您在 Report Studio 中建立提示報表。此 Studio 的豐富編輯環境讓作者可以存取各種提示控制
項，例如 [下一步]、[重新提示] 或 [完成] 按鈕。這些控制可以向入口網站頁面新增更多互動功能。
如需有關建置提示和提示頁面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將計量資料用作全域篩選器
您可以在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將計量資料和策略元素用作全域篩選器。
在頁面中或在含多個標籤的儀表板中，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IBM Cognos 影響圖表和 IBM
Cognos 自訂圖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篩選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提示參數。您
必須配置 IBM Cognos Viewer，以顯示與計量資料或策略元素相關聯的報表，並使用相同的通路名
稱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設定通訊 (第293頁)。
使用者按一下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IBM Cognos 影響圖表或 IBM Cognos 自訂圖表中的計量
資料名稱時，如果報表提示參數基於計量資料值，則 IBM Cognos Viewer 會動態更新報表。使用者
按一下 IBM Cognos 自訂圖表中的策略元素時，如果報表提示參數基於策略元素值，則 IBM Cognos
Viewer 會動態更新報表。
要使此功能起作用，則在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執行按一下動作後，在通
路中播送的以下參數必須與報表提示參數的名稱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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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recard_extid

●

scorecard_sid

●

strategy_sid

●

metric_sid

●

metric_extid

●

time_period_sid

建立提示報表的步驟
1. 在 Report Studio 中，在報表的報表頁面上 (而不是提示頁面上) 建立提示。
將 [自動提交] 性質提示設定為 [是]。
如果您想要使用層疊提示，僅序列中最後一個提示需要位於報表頁面上。
對於某些提示 (例如值提示)，您可能需要新增 [完成] 按鈕以通知提示選取已完成。對於層疊
提示，還需要 [重新提示] 按鈕以重新啟動提示順序。
2. 新增其他細節，例如背景影像、說明或標題。
現在，即可以將提示新增到入口網站頁面或儀表板中 (第301頁)。

在頁面上組合報表
透過頁面或儀表板中的提示和目標報表，可建立一種交互而便捷的方式來存取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環境。
每個報表都使用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顯示。這些報表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
性質彼此進行通訊。
您可以使用不同的設計戰略在頁面中執行全域篩選器。以下是基本版面範例：

提示報表

目標報表 1

目標報表 2

在單一頁面中定義全域篩選器時，請使用以下步驟。如果您想要在儀表板中執行此功能，則必須
完成另外一些步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多個標籤建立儀表板"(第297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新頁面] 按鈕

。

2. 鍵入名稱，並為頁面選取位置。
3. 按一下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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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設定欄和版面] 頁面中，設定欄數和欄寬度。
例如，可以將顯示提示和提示控制的報表置於一個欄中，而將目標報表置於右側單獨的一欄
中。
5. 按一下第一欄底部的 [新增]。
6. 在 [可用項目] 方塊中，按一下 [IBM Cognos Content]。
7. 選取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
程式移至 [所選項目] 方塊，然後按一下 [確定]。

，以將入口網站應用

8. 對每個欄重複步驟 5 到步驟 7。
您必須為要包括在欄中的每個報表都新增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例如，如果
左側的欄將包含提示和提示控制，則新增兩個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9. 按一下 [下一步]。
10. 完成精靈中其餘的步驟 (如果需要)，然後按一下 [完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頁面"(第291頁)小節中的步驟。
11. 前往儲存新頁面的資料夾，並開啟該資料夾。
在頁面欄中，您可以看到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空框架。
12. 對於頁面中的任何入網站應用程式，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工具列中的 [編輯] 按鈕

。

13.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頁面中，按一下 [選取項目] 選取要顯示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報
表。
14. 按一下 [報表性質]。
會顯示 [設定性質] 頁面。
15. 關於 [片段動作] 性質，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動作出現時，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預設動作。
您可以選擇顯示執行圖示、執行報表或檢視最近儲存的輸出。
提示：如需有關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的詳細資訊，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 [說明]
按鈕。
16. 為 [提示使用者] 性質指定如何執行提示。
●

如果選取 [每次] 時，則在報表包含可選提示或必需提示時，將提示使用者在執行報表之
前輸入提示值。

●

如果選取 [僅在缺少需要的參數值時] 時，則將提示使用者報表是否包含必需提示以及是
否缺少值。否則，報表將成功執行。

●

當您選取 [永不顯示或僅當提供所需值時顯示報表] 時，IBM Cognos Viewer 會嘗試執行報
表，但頁面會保持隱藏，直至提供所需的提示值。

●

當您選取 [基於報表的提示設定] 時，IBM Cognos Viewer 會使用報表中指定的提示。

17. 為 [提示值] 性質選取 [與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 核選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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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性質將啟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頁面中已設定此性質的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
訊。
18. 如果您僅想在頁面中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設定通訊，請在提供的方塊中鍵入通路名稱。
僅共享同一通路名稱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交互。透過指定通路名稱，您可以更好地控制
頁面。例如，您可以只連結具有相符參數的報表。
如需有關此性質的詳細資訊，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 [說明] 按鈕。
19. 如果選取 [與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 核選方塊，則您可以指定如何比對全域提示。選取
[參數名稱或資料項目] 或 [僅限參數名稱]。
通常僅使用參數名稱比對提示值。但是對於日期和時間提示 (例如 [自] 和 [至])，使用參數名
稱可能無效，因為參數名稱使用相同的資料項目 (例如 [訂貨日期])。在這些情況下，請使用
[參數名稱或資料項目] 選項，以在報表中獲得正確的結果。
20. 若需要在頁面中顯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工具列，對於 [顯示工具列] 性質，請選取 [一般模式]
和 [最大化模式] 核選方塊。
21. 按一下 [確定]，以關閉 [設定性質] 頁面，然後再次按一下 [確定]，以關閉一般性質頁面。
22. 對頁面中的每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重複步驟 12 到步驟 20。

啟用共享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動作
在頁面中，您可以在基於維度塑型資料來源的報表之間啟用共享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動
作。對某報表中項目執行的逐層分析動作將導致在相關聯的報表 (如果該報表位於相同的頁面上並
包含相同的項目) 中執行相同的動作。例如，對某報表的項目 2005 進行向下逐層分析時，該頁面
中的所有報表都將對相同的項目進行向下逐層分析，並且 2005 年的資料將顯示在所有報表中。
使用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可以啟用此功能。依預設，在頁面中會關閉逐
層分析動作。
包含多個標籤的儀表板不支援此功能。但是，可以將啟用了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動作的
單一頁面作為其中一個標籤嵌入儀表板中。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為要新增至頁面的每個報表建立包含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的頁面。
如需更詳細的資訊，請參閱"建立頁面"(第291頁)中的步驟。
2. 配置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以顯示要新增至頁面的報表。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頁面中，按一下 [選取項目] 選取要顯示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報
表。
3. 在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 [設定性質] 中，為 [向下逐層分析和向上逐層分析]
性質選取 [與頁面上的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 核選方塊。
此性質將使用預設通路啟用頁面中所有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
如需詳細資訊，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 [說明] 按鈕。
4. 如果您僅想在頁面中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設定通訊，請在提供的方塊中鍵入通路名稱。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303

章節19：頁面和儀表板
僅共享同一通路名稱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交互。透過指定通路名稱，您可以更好地控制
頁面。

啟用共享逐層分析動作
您可以在頁面中啟用共享逐層分析動作。當使用者從來源報表逐層分析到目標報表時，目標報表
將顯示在頁面的指定區域中。
要使此功能起作用，頁面必須具有包含已編寫逐層分析路徑的報表。該頁面還必須包含被設定用
來接收逐層分析請求的預留位置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基於報表的逐層分析可以與交互報表和已儲存的報表輸出協同工作。但是，它僅可以用於單一逐
層分析請求。如果逐層分析包含多個目標，則必須從快顯功能表中呼叫逐層分析。
使用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 [通路] 性質可啟用此功能。您必須為包含來源報表的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接收目標報表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指定同一通路名稱。依預設，在頁面中關
閉逐層分析動作。
包含多個標籤的儀表板不支援此功能。但是，可以將啟用了逐層分析動作的單一頁面作為其中一
個標籤嵌入儀表板中。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為逐層分析來源報表和目標報表建立包含 IBM Cognos Viewer 入
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頁面。
如需更詳細的資訊，請參閱"建立頁面"(第291頁)小節中的步驟。
2. 配置其中一個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以顯示包含逐層分析路徑的 Report Studio
來源報表。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頁面中，按一下 [選取項目] 選取要顯示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報
表。
3. 配置其他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以顯示逐層分析目標報表。
對於目標報表，建議您使用包含提示的報表。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頁面中，按一下 [選取項目] 選取要顯示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報
表。
4. 對於在步驟 2 和步驟 3 中配置的兩個入網站應用程式，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為 [基於報表逐
層分析] 性質選取 [與頁面上的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 核選方塊，然後在提供的方塊中鍵
入通路名稱。
通路名稱為必填項。
如需有關此性質的詳細資訊，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 [說明] 按鈕。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是一個新的報表取用環境，可為商業使用者提供整合的商業智慧體
驗。這款基於 Web 的工具允許您使用 IBM Cognos 內容和外部資料來源來建置精密的交互儀表板。
如需有關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使用者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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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使用頁面和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儀表板。 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頁面和儀表板"(第289頁)。

啟動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您可以啟動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

從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 [歡迎] 頁面啟動

●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新儀表板] 按鈕

●

在網頁瀏覽器中，使用以下格式輸入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的 URL：http://電腦名稱/
ibmcognos/cgi-bin/cognos.cgi?b_action=icd，或輸入您的管理員提供的 URL

●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既有儀表板物件的超連結名稱

●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的 [啟動] 功能表

●

從列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搜尋結果的儀表板啟動

瀏覽器邊框
瀏覽器邊框包括網頁瀏覽器上的工具列和功能表。是否顯示瀏覽器邊框取決於您啟動 Business
Insight 的方式。如果您從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歡迎頁面啟動 Business Insight，則 Business
Insight 會在無邊框瀏覽器中開啟。如果透過輸入 URL 直接在瀏覽器中啟動，則瀏覽器會顯示邊
框。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305

章節19：頁面和儀表板

306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20：活動管理
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 中管理 IBM® Cognos® 活動。
您可以檢視目前、過去、特定日期的未來的或排程的活動清單。您可以篩選該清單以便僅顯示所
需項目。橫條圖按小時顯示每日活動的概覽。您可以使用該圖表來幫助選擇重新排程活動的最佳
日期。
您可以設定項目的執行優先順序 (第314頁)。 您還可以檢視項目的執行歷程記錄 (第314頁)、指定執
行歷程記錄的保留時間 (第316頁)，以及重新執行失敗的項目 (第316頁)。
作為管理員，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管理所有項目的活動 (而不僅僅管理您自己的
活動)。您可以查看執行每個項目的使用者，並可以根據需要對項目執行動作。 例如，如果某使用
者的大型工作妨礙了佇列中的重要項目，您可能想要取消或暫停該大型工作。您還可以覆蓋項目
實例的優先順序，或永久變更某個項目自身的優先順序 (第314頁)。
如果切換視圖，您必須進行重新整理才能查看目前資料。例如，如果您從 [過去的活動] 切換到 [未
來的活動]，則必須進行重新整理才能在窗格中查看目前資料。
若要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您必須具有 [執行活動與時間表] 功能
所需的權限。

管理目前活動
目前活動是目前正在 IBM® Cognos® 軟體中進行處理的項目。每個項目均按名稱列示，並且會顯示
請求時間、狀態以及背景活動的優先順序。橫條圖將顯示按待定、執行、等待和暫停的項目數分
類的項目總數。處理活動時，會顯示處理程序編號。
您可以對 [請求時間] 欄、[狀態] 欄和 [優先順序] 欄進行排序。您可以選擇是檢視背景活動清單還
是檢視交互活動清單。
對於正在背景中處理的項目，您可以按一下 [顯示明細]
來查看詳細資訊。對於每個項目，這
顯示 [最後一次執行回應時間] 和 [路徑]，例如，公共資料夾 > 範例 > Cube > Great Outdoor 銷售
(cube)。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還會列出執行項目的使用者。您可以依使用者排序。
您可以暫停背景項目，並在之後想要其執行時再將其釋放。您可以永久取消具有以下狀態之一的
項目的執行：
●

在佇列中待定

●

執行

●

暫停

●

等待 IBM Cognos 軟體外部的程序完成

您可以篩選項目以僅顯示所需項目。您可以選擇僅顯示具有特定狀態或優先順序的項目，或僅顯
示具有特定類型或範圍的項目。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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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對於交互的目前項目，您可以按狀態和執行活動的 Dispatcher 進
行篩選。對於背景目前項目，您可以按狀態、優先順序、類型、範圍、執行項目的使用者、擁有
項目的使用者和 Dispatcher 進行篩選。
某個項目目前正處於執行中狀態時，會顯示 Dispatcher、處理程序 ID 和開始時間。請注意，活動
首次顯示時，目前背景項目的程序 ID 和 Dispatcher 可能不可用。重新整理頁面，以查看更新的程
序 ID 和 Dispatcher。
如果取消包含其他項目的項目 (例如工作或代理程式)，則將取消尚未完成的步驟或任務。但是，
已完成的步驟或任務將保持完成狀態。
您可以變更項目的優先順序 (第314頁) 和檢視執行歷程記錄 (第314頁)。

步驟
1. 如果您是管理員，請從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在 [狀態] 標籤
上，按一下 [目前活動]。在 [篩選器] 區段中，按一下 [背景作業] 或 [交談式活動]。
如果您是使用者，請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
鈕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然後在左側窗格中按一下 [目前活動]。

2. 在 [篩選器] 區段中，按一下要使用的篩選項目。
提示：如果要使用進階篩選選項，請按一下 [進階選項]。若要將所有選取重設為預設設定，
請按一下 [重設為預設值]。
3. 按一下 [套用]。
清單將顯示您選取的項目。
4. 若要對單個項目執行某項動作，請按一下該項目右側的箭頭然後選取該操作。若要對數個項
目執行某項動作，請選取所需項目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上的以下按鈕之一。
提示：若要選取所有項目，請按一下左上角 [名稱] 旁邊的核選方塊。

目標
顯示明細 (右上角)
隱藏明細 (右上角)
取消執行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暫停執行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執行已暫停的項目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設定優先順序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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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過去的活動
過去的活動是已經在 IBM® Cognos® 軟體中處理完成的項目。
每個項目均按名稱列出，並且會顯示請求時間和狀態。您可以對 [請求時間] 欄和 [狀態] 欄進行排
序。橫條圖將顯示按狀態分類的項目總數。如果項目失敗，將顯示一個按鈕，顯示錯誤的嚴重性。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還會列出執行項目的使用者。
您可以篩選項目以僅顯示所需項目。您可以選擇檢視在指定的時間長度 (例如過去的四個小時或過
去的一天) 內發生的活動清單，也可以指定日期或時間範圍。您可以按狀態、類型和範圍進行篩
選。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還可以按執行項目的使用者、擁有項目的使用者以及執行活
動的 Dispatcher 進行篩選。
您可以檢視執行歷程記錄 (第314頁)。

步驟
1. 如果您是管理員，請從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在 [狀態] 標籤
上，按一下 [過去的活動]。
如果您是使用者，請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鈕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然後在左側窗格中按一下 [過去的活動]。
2. 在 [篩選器] 區段中，按一下要使用的篩選項目。
提示：如果要使用進階篩選選項，請按一下 [進階選項]。若要將所有選取重設為預設設定，
請按一下 [重設為預設值]。
3. 如果項目執行時發生了錯誤，請懸停在狀態旁邊的錯誤按鈕上以查看錯誤的嚴重性。
4. 按一下 [套用]。
清單將顯示您選取的項目。
5. 若要對單個項目執行某項動作，請按一下該項目右側的箭頭然後選取該操作。若要對數個項
目執行某項動作，請按一下工具列上的以下按鈕之一。

目標

圖示

顯示明細 (右上角)
隱藏明細 (右上角)

管理特定日期的未來的活動
您可以選擇檢視為特定日期排程的所有未來的活動清單。每個項目均按名稱列示，並且會顯示請
求時間和優先順序。橫條圖顯示某天中每個小時的已排程和已取消項目的總計數目。圖表圖例顯
示某天中已排程和已取消項目的總計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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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對 [請求時間] 欄、[狀態] 欄和 [優先順序] 欄進行排序。您可以選擇是檢視背景活動清單還
是檢視交互活動清單。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每個項目還可指示排程它的使用者。您可以依使用者排序。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可以取消已排程的項目執行、重新排程已經取消的項目執行，
以及設定優先順序。您可以無限期暫停項目，或者將它們暫停到特定日期。 (第311頁)
您可以按一下 [顯示明細]
來查看詳細資訊。對於每個項目，這顯示 [最後一次執行回應時間]
和 [路徑]，例如，公共資料夾 > 範例 > Cube > Great Outdoor 銷售 (cube)。
您可以篩選項目以僅顯示所需項目。如果要檢視未來的活動，您可以選擇要檢視其活動的日期和
時間。您可以按狀態、優先順序、類型和範圍進行篩選。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還可以按排程項目的使用者和項目所有人進行篩選。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還可以進行篩選，以確定目前暫停的已排程項目數量。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暫停的活動"(第311頁)
您還可以在佇列中變更項目的優先順序 (第314頁)。

步驟
1. 如果您是管理員，請從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在 [狀態] 標籤
上，按一下 [未來的活動]。
如果您是使用者，請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
鈕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然後在左側窗格中按一下 [未來作業]。

2. 在 [篩選器] 區段中，按一下要使用的篩選項目。
提示：如果要使用進階篩選選項，請按一下 [進階選項]。若要將所有選取重設為預設設定，
請按一下 [重設為預設值]。
3. 按一下 [套用]。
套用篩選器後，
●

清單將顯示您選取的項目。

●

篩選器狀態行顯示用於產生清單的標準。

●

橫條圖按小時顯示指定的一天中已排程和已取消的項目。

無論何時您重新定義篩選器並按一下 [套用]，項目清單、篩選器狀態行和圖表都會更新。當
您瀏覽另一日期的圖表時，項目清單和篩選器狀態行不會發生變更。
4. 若要對單個項目執行某項動作，請按一下該項目右側的箭頭然後選取該操作。若要對數個項
目執行某項動作，請選取所需項目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上的以下按鈕之一。
提示：若要選取所有項目，請按一下左上角 [名稱] 旁邊的核選方塊。

目標
顯示明細 (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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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圖示

隱藏明細 (右上角)
取消執行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暫停項目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執行已暫停的項目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重新排程已經取消的執行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設定優先順序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管理暫停的活動
暫停項目使您可以對系統要求進行回應。例如，如果您的系統通常會在某個特定時間超載，則您
可以無限期暫停項目或者將其重新排程至稍後的時間，以便降低負荷並避免在這些峰值時間遭遇
瓶頸。
即使原始的執行時間已過，您仍可以恢復暫停項目的處理。例如，如果您將報表排程為上午 9:00
執行，但稍後暫停了該項目，您可以於上午 9:30 再重新開啟該報告。
未來的活動橫條圖可幫助您確定重新排程項目的時間。透過在圖表中瀏覽未來的日期，您可以查
看特定日期的項目數。當您將指標懸停在某天的特定的某個小時時，您可以查看該小時的項目數。
可以使用此方法來查找需求較低的日期，並將項目重新排程至該日期。圖表的欄顯示某天中每個
小時的已排程和已取消項目的總計數目。圖表圖例顯示某天中已排程、已取消和已暫停項目的總
計數目。
暫停項目後，您可以檢視無限期暫停的項目之清單。

暫停項目的步驟
1. 如果您是管理員，請從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在 [狀態] 標籤
上，按一下 [未來的活動]。
如果您是使用者，請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
鈕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然後在左側窗格中按一下 [未來作業]。

2. 在 [篩選器] 區段中，為 [天] 選取一個日期，而對於 [狀態]，則按一下 [已排程]。
3. 按一下 [套用]。
清單會顯示所選日期的已排程項目。因為該日期的項目為待辦項目，所以您要無限期暫停某
些項目，而重新排程其他項目。您要在圖表中瀏覽未來的日期，並為已暫停的項目選擇其他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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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圖表中，按一下下一個和上一個圖示來瀏覽未來的日期。圖表按小時顯示每天中已排程和
已取消的項目。
重要資訊：圖表下方顯示的項目清單不會自行變更來符合您在圖表中選取的日期。項目清單
會符合您指定的篩選器標準並且不會發生變更，直到您指定並套用新的篩選器。
5. 在已排程的項目清單中，選取您要暫停的項目旁邊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暫停]
按鈕。在 [暫停活動] 對話方塊中，
●

若要無限期暫停項目，請按一下 [無限期]。

●

若要將項目重新排程至其他日期，請按一下 [直到] 並選取日期和時間。

請注意，圖表和項目清單都會重新整理，並且暫停的項目不會再顯示在項目清單中。
提示：若要暫停個別項目，請按一下該項目右側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暫停]。

檢視特定日期的已暫停項目清單的步驟
1. 在未來的活動的 [篩選器] 區段中，為 [天] 選取一個日期，而在 [狀態] 下按一下 [已暫停]。
2. 按一下 [套用]。
清單會顯示該天的已暫停項目。
您可以執行、取消或重新排程已暫停的項目。若要對個別項目執行某項動作，請按一下該項
目右側的箭頭，然後選取您要執行的動作。若要對多個項目執行某項動作，請選取所需項目
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上的適當按鈕。
提示：若要選取所有項目，請按一下左上角 [名稱] 旁邊的核選方塊。

目標
顯示明細 (右上角)
隱藏明細 (右上角)
取消執行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暫停項目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執行已暫停的項目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重新排程已經取消的執行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設定優先順序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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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已排程的活動
您可以選擇檢視已排程項目的清單。每個項目均按名稱、狀態和優先順序列出。橫條圖將向您顯
示按啟用的和關閉的時間表分類的活動概覽。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還會列出修改時間表的日期和時間以及排程該時間表的使用者。
您可以篩選項目以僅顯示所需項目。您可以選擇僅顯示具有特定狀態或優先順序的項目，或僅顯
示特定類型或特定範圍內的項目。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還可以按排程項目的使用者和項目所有人進行篩選。
您可以設定性質、執行時間表一次、關閉和啟用已排程的項目、修改時間表、移除時間表、設定
優先順序 (第314頁) 以及檢視執行歷程記錄 (第314頁)。根據項目，您可能還可以執行其他功能，例
如視圖輸出或事件清單。
如需有關時間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時間表管理"(第319頁)。

步驟
1. 如果您是管理員，請從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在 [狀態] 標籤
上，按一下 [時間表]。
如果您是使用者，請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
鈕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然後在左側窗格中按一下 [時間表]。

2. 在 [篩選器] 區段中，按一下要使用的篩選項目。
提示：如果要使用進階篩選選項，請按一下 [進階選項]。若要將所有選取重設為預設設定，
請按一下 [重設為預設值]。
3. 按一下 [套用]。
清單將顯示您選取的項目。
4. 若要對單個項目執行某項動作，請按一下該項目右側的箭頭然後選取該操作。若要對數個項
目執行某項動作，請選取所需項目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上的以下按鈕之一。
提示：若要選取所有項目，請按一下左上角 [名稱] 旁邊的核選方塊。

目標

圖示

顯示明細 (右上角)
隱藏明細 (右上角)
啟用時間表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關閉時間表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設定優先順序 (項目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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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項目執行優先順序
可以為已排程的項目指定從 1 到 5 的優先順序。例如，優先順序為 1 的項目會先於優先順序為 5
的項目執行。如果多個項目具有相同優先順序，則先到達佇列的項目將先執行。預設優先順序為
3。
交互項目永遠立即執行，且一旦執行，優先順序便無法變更。
您可以在排程項目時設定其優先順序 (第320頁)。如果項目處於目前佇列、未來的佇列或已排程佇
列中，則您可以變更優先順序。
您可能需要為執行時間長的項目設定較低的優先順序，以使佇列中的其他項目不會延遲。
排程工作 (第322頁) 時，您可以設定整個工作的優先順序，而不能設定工作內單個項目的優先順
序。您可能需要為包含多個項目的工作設定較低的優先順序，以使佇列中的其他項目不會延遲。
您可以排程母工作的優先順序。當工作執行時，所有子項目都將繼承母項的優先順序。如果工作
處於佇列中且尚未執行，則您可以更新優先順序。您無法對工作中的單個項目執行該作業。變更
工作的優先順序會變更其所有子項目的優先順序。您可以在工作執行時檢視其執行歷程記錄 (第314
頁)，並查看哪些項目已經完成、哪些項目正在執行或哪些項目待定。
佇列中的項目優先順序不影響已經執行的項目。該項目完成後，將檢查佇列優先順序以確定下一
個要執行的項目。
提示：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可以根據篩選選項來變更項目的優先順序。例如，若
要變更由 Joan Jackson 執行的所有項目的優先順序，請從 [篩選器] 下的 [執行者] 中選取她。然後，
您便可以選取所有顯示的項目並同時變更所有項目的優先順序。
您必須具有使用 [執行活動與時間表] 功能的權限才能管理項目執行優先順序。

步驟
1. 如果您是管理員，請從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在 [狀態] 標籤
上，按一下 [目前活動]、[未來活動] 或 [時間表]。
如果您是使用者，請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
鈕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然後在左側窗格中按一下 [目前活動]、[未來作業] 或 [時間表]。

2. 若要變更某項目的優先順序，請按一下該項目右側的箭頭，然後選取 [設定優先順序]。若要
變更多個項目的優先順序，請選取所需項目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設定優先順
序] 按鈕

。

提示：若要選取所有項目，請按一下左上角 [名稱] 旁邊的核選方塊。
3. 從功能表中，按一下所需的優先順序，然後按一下 [確定]。如果您選取了一個項目，則該項
目的目前優先順序顯示在 [設定優先順序] 方塊中。如果您選取了多個項目，則 [設定優先順
序] 方塊包含 [(多個選項)]。
新優先順序會顯示在所選項目旁邊的 [優先順序] 欄中。

檢視項目的執行歷程記錄
有時項目會排程為在背景執行，沒有人等待檢視這些項目。這包括已排程項目、執行一次然後儲
存的項目以及儲存或透過郵件傳送的交互項目。交互項目不具有執行歷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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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每次在背景中執行時，IBM® Cognos® 軟體都會保留項目的歷程記錄資訊。項目的執行歷程記
錄包含諸如請求時間、開始時間、完成日期和報表是否成功執行等的資訊。
您可以查看更詳細的項目執行歷程記錄，包括與項目相關的一般訊息、錯誤訊息和警告訊息以及
所有您可以執行的動作。如果存在與項目相關聯的任何電子郵件，則會包括電子郵件的傳送狀態。
某些類型的項目會在詳細的執行歷程記錄頁面中顯示其他資訊：
●

對於報表，每次報表根據時間表執行時，都會保留報表輸出版本 (第382頁)。您可以從詳細的
執行歷程記錄中檢視報表輸出版本。

●

對於工作和代理程式，您可以檢視步驟清單並查看每個步驟的詳細執行歷程記錄。您還可以
查看尚未完成的工作或代理程式部分。如果項目為母項目的一部分，您可以檢視啟動執行的
母項目。

●

對於代理程式內包含的人力任務，您可以檢視步驟清單並查看每個步驟的詳細執行歷程記錄。

●

對於部署匯出和匯入項目，您可以檢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公共資料夾的內容。
您可能會看到以下訊息：目前僅進度資訊可用。該資訊會在母活動完成後更新。
這表示部署已完成，但母活動仍在執行。從 Content Manager 取得最終完成資訊後，該訊息將
不再顯示。

●

對於資料移動，您可以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檢視作為資料移動項目的一部分所執
行的節點。如需有關節點的詳細資訊，請參閱《Data Manager User Guide》。

●

對於索引更新任務，您可以檢視已建立索引的 IBM Cognos Connection 資料夾或套件。您可以
檢視所有項目的索引範圍，也可以僅檢視已變更項目的索引範圍。您還可以檢視為已建立索
引的項目收集的資料的類型。

您可以從詳細的執行歷程記錄頁面重新執行失敗的項目 (第316頁)。您可以檢視屬於重新執行系列
一部分的相關執行的清單，並查看每個執行的詳細執行歷程記錄。 您可以指定保留多少執行歷程
記錄事件或指定執行歷程記錄事件的保留時間 (第316頁)。

步驟
1. 如果您是管理員，請從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在 [狀態] 標籤
上，按一下 [時間表] 或 [過去的活動]。
如果您是使用者，請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鈕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然後在左側窗格中按一下 [時間表] 或 [過去的活動]。
2. 按一下項目旁邊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檢視執行歷程記錄]

。

3. 如果需要，選取要檢視的項目的 [狀態]。
將顯示所選項目的清單。
4. 如果您要檢視執行歷程記錄明細，請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所需項目旁邊的 [檢視執行歷程記
錄明細] 按鈕

。然後，如果需要，從 [嚴重性] 清單中選取項目的嚴重性。

在 [工作步驟] 下，將顯示完整的執行歷程記錄明細。如果將工作執行歷程記錄明細層級設為
[有限]，則不會記錄工作步驟的歷程記錄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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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有報表輸出版本，請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所需項目旁邊的 [檢視輸出] 按鈕
。然後
從 [版本] 清單中，按一下您需要的版本。若要刪除版本，請按一下 [管理版本] 並按一下該版
本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刪除]。
附註：對於資料移動任務，可能存在與項目關聯的記錄檔。若要檢視與該項目相關聯的記錄
檔案，請按一下 [檢視記錄檔案] 按鈕。
6. 如果要檢視訊息，請按一下 [訊息] 欄中帶有連結的項目。
提示：訊息已巢套。子訊息中可能存在子訊息。如果訊息顯示為連結，您可以繼續透過子訊
息向下逐層分析。

指定執行歷程記錄的保留時間
您可以保留特定執行數的執行歷程記錄，或保留特定天數或月數的執行歷程記錄。例如，您可以
保留最近十個執行 (事件) 的執行歷程記錄，也可以保留過去 2 天或 6 個月的執行歷程記錄。您還
可以選擇保留所有執行歷程記錄。
必須擁有項目的讀取和寫入權限以及包含該項目的資料夾的讀取權限或遍訪權限。

步驟
1. 如果您是管理員，請從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在 [狀態] 標籤
上，按一下 [目前活動]、[未來活動] 或 [時間表]。
如果您是使用者，請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
鈕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然後在左側窗格中按一下 [目前活動]、[未來作業] 或 [時間表]。

2. 按一下所需項目旁邊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隨即顯示項目性質頁面。
如果您是管理員，則可以存取更多的動作。在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您需要的項目類型。按一下項目旁邊的箭頭，然後
按一下 [設定性質]。
3. 在 [一般] 標籤的 [執行歷程記錄] (位於您螢幕的左下角) 下，選擇保留方式並鍵入值：
●

若要保留特定事件數的執行歷程記錄，請按一下 [事件數] 並鍵入數字。若要儲存數目不
限的執行歷程記錄，該值設定為 0。

●

若要將執行歷程記錄保留特定的一段時間，請按一下 [持續時間] 並按一下 [天] 或 [月]。
在方塊中鍵入適當的值。

4. 按一下 [確定]。

重新執行失敗的項目任務
如果項目 (例如報表、代理程式任務或工作) 根據時間表執行或在背景中執行時失敗，您可以使用
之前執行時所指定的相同選項來重新提交失敗的項目。
對於同時包含執行成功步驟和執行失敗步驟的工作，不需要重新執行整個工作，只需單獨執行失
敗的工作步驟即可。如果工作步驟按順序執行，您可以從失敗的工作步驟開始重新執行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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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願意，您可以選取重新執行哪些步驟並略過失敗的步驟。但是，所選的工作步驟將按順序執
行，並且如果一個步驟失敗，系統將不會執行該失敗步驟之後的步驟。
單獨重新執行某個工作步驟時，將為母工作建立僅包括該單個工作步驟的新的執行歷程記錄。如
需有關執行歷程記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項目的執行歷程記錄"(第314頁)。
重新執行代理程式項目時，如果起初相關聯的任務 (例如將報表輸出傳送至電子郵件收件者清單的
電子郵件) 失敗，則還將重新執行這些相關聯的任務。如果存在兩個並列執行的相關聯的任務，其
中一個任務失敗而另一個成功，則重新執行代理程式僅會傳回失敗的任務。但是，如果選取了任
務以在失敗後執行，則當重新執行失敗時它們會再次執行。
雖然執行歷程記錄會顯示成功執行的項目，但您無法重新執行成功的項目。不會為這些項目儲存
執行選項。
刪除或更新與失敗項目相關聯的任務後，重新執行可能會失敗。
您必須擁有執行權限才能重新執行失敗的任務。

步驟
1. 如果您是管理員，請從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在 [狀態] 標籤
上，按一下 [過去的活動]。
如果您是使用者，請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
鈕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然後在左側窗格中按一下 [過去的活動]。

2. 按一下項目旁邊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檢視執行歷程記錄明細]

。

[檢視執行歷程記錄明細] 頁面將顯示執行明細，例如開始時間和完成時間、執行狀態以及失
敗執行的錯誤訊息。其他顯示在該頁面中的資訊取決於項目是針對單個任務、包含多個步驟
的工作，還是針對包含任務的代理程式。例如，如果針對單個任務，則會顯示報表選項和報
表輸出。如果針對包含多個步驟的工作，則會顯示包含工作步驟執行明細的 [工作] 區段。
3. 在 [狀態] 下的 [失敗] 旁，按一下 [重新執行]。
●

如果重新執行任務為單個任務，您將收到要求您確認重新執行的訊息。

●

如果重新執行任務為包含多個工作步驟的工作或包含任務的代理程式，則將顯示 [重新執
行] 頁面。選取要重新執行的項目旁邊的核選方塊。

提示：您也可以透過按一下 [要完成的未完工作] 區段中的 [重新執行] 來重新執行失敗的項目。
若要重新執行單個工作步驟，請在 [工作] 區段的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檢視歷程記錄明細] 按
鈕

，以瞭解失敗步驟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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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排程 IBM® Cognos® 項目，使其在您方便時執行。例如，您可能想在業餘時間 (此時對系統
的要求較低) 執行報表或代理程式。或者您可能想每周或每月定期執行它們。
若要使用此功能，您必須對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受保護的 [排程] 功能具有所需的權限。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可以使用適當的排程功能按天、按週、按月、按年和按觸發
器來控制對排程的使用。您也可以使用 [按分鐘排程] 和 [按小時排程] 功能(第245頁)來限制一天之
內的排程。
如果您具有管理員權限，則您也可以排程以下任務：
●

維護 Content Store (第138頁)

●

排程查詢服務快取任務 (第217頁)

●

從部署檔案庫匯入或匯出項目 (第327頁)

●

執行工作 (第322頁)

●

執行計量資料維護 (第103頁)

您可以排程項目，以按照指定的間隔執行。您可以分別排程項目 (第320頁)，或者使用工作來一次
排程多個項目 (第322頁)。工作具有獨立於報表時間表的其自己的時間表。
您可以排程項目，以使其在每月的最後一天執行 (第321頁)。您也可以排程由事件 (例如資料庫重
新整理或電子郵件) 觸發的項目(第324頁)。
您可以執行報表，以產生以您定義的選項 (例如格式、語言和協助工具) 為基礎的輸出。
每個項目僅可以與一個時間表相關聯。如果報表或代理程式項目需要多個時間表，則您可以建立
報表視圖 (第373頁) 或代理程式視圖 (第402頁)，然後為每個視圖建立一個時間表。
建立時間表後，項目或工作會在指定的時間和日期執行。然後，您可以檢視已排程項目並對其進
行管理。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活動管理"(第307頁)。

已排程項目的憑證
當您開啟已排程的項目時，憑證將顯示目前的排程所有人。如果您還不是時間表所有人，則可以
將自己指定為所有人 (第322頁)。
當您修改時間表時，時間表的憑證不會自動變更。您必須明確變更憑證。
如需有關資料來源憑證的資訊，請參閱"信任的憑證"(第242頁)。

已排程項目中的提示
如果已對包含示的項目進行排程，則您必須儲存提示值或指定預設值 (第379頁)，以確保在報表根
據時間表執行時存在值。
在工作中，您可以為工作步驟指定提示值。當項目作為工作的一部分執行時，會使用儲存在工作
定義中的提示值，而不是與項目一起儲存的值。如果未在工作定義中指定任何值，則 IBM Cognos
軟體會使用儲存在項目中的值。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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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排程項目的優先順序
排程項目時，您可以選取執行優先順序 (從 1 到 5)。例如，優先順序為 1 的項目會先於優先順序為
5 的項目執行。如果存在一個以上具有特定優先順序的項目，則會首先執行第一個到達佇列的項
目。預設為 3。如果您對項目優先順序不具有權限，則會顯示優先順序，但您無法對其進行變更。
排程工作時，您可以僅為整個工作設定優先順序，而不是為工作中的個別項目分別設定。但是，
如果項目在佇列中處於待定狀態，則您可以變更個別項目的優先順序。
佇列中的項目優先順序不影響已經執行的項目。執行項目完成後，會為下一個要執行的項目檢查
佇列優先順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項目執行優先順序"(第314頁)。

已排程項目的執行歷程記錄
IBM Cognos 軟體會保留已排程項目每次執行的歷程記錄資訊。您可以使用項目的執行歷程記錄來
查看項目的執行時間以及是否成功執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項目的執行歷程記錄"(第314
頁)。

排程項目
您可以排程項目，以稍後執行或按照週期性的日期和時間執行。例如，您可以排程報表或代理程
式。
如果您不再需要時間表，則可以將其刪除。您也可以在不遺失任何排程明細的情況下將其關閉。
然後，您可以稍後啟用時間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活動管理"(第307頁)。
您可以將項目排程為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天執行 (第321頁)，或作為工作的一部分執行 (第322頁)。您
可以根據觸發器事件排程報表 (第324頁)。
若要使用此功能，您必須對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受保護的 [排程] 功能具有所需的權限。
若要排程項目，您需要執行項目所需的權限。例如，若要排程報表或報表視圖，您必須具有針對
它的讀取、寫入、執行和遍訪權限。若要排程子報表視圖，您必須對父母報表具有執行權限。您
也需要以下針對由報表使用的所有資料來源的存取權限：
●

資料來源 - 執行和遍訪

●

資料來源連結 - 執行和遍訪
如果僅具有執行權限，則系統會提示您登入到資料庫。

●

資料來源登入 - 執行

若要為項目設定優先順序，您必須具有 [排程優先順序] 安全功能所需的權限。請參閱"安全功能和
特性"(第245頁)。
如果需要，您可以透過變更已排程項目的憑證來變更目前的排程所有人。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範例 - 變更排程憑證"(第322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您要排程的項目對應的 [排程] 按鈕
2. 為已排程項目設定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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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較高優先順序選取較小的數字。預設為 3。
3. 在 [頻率] 下，選取您希望時間表執行的頻率。
[頻率] 區段是動態的，隨著您的選取而變更。請等到頁面更新後，再選取頻率。
如果您在 [頻率] 區段中指定一天之內的排程，則您也可以為您的已排程項目選取每日頻率。
繼續執行步驟 4。
如果您沒有指定一天之內的排程，請前進至步驟 5。
4. 在 [每日頻率] 下，選取您希望時間表每日執行的頻率。您可以選擇依分鐘或依小時來排程項
目。
當您指定每日頻率時，您還可以選擇為項目選取一天內的執行時段，例如在 9:00 am 至 5:00
pm 之間執行。這樣，您可以將項目的執行限制在一天中需要進行更新的時段。
5. 在 [開始] 下，選取您希望時間表開始的日期。
6. 在 [結束] 下，選取您希望時間表結束的時間。
提示：如果您要建立時間表但不立即套用，請選取 [關閉時間表] 核選方塊。若要稍後啟用時
間表，請清除該核選方塊。
7. 如果其他選項在 [時間表] 頁面上可用，請指定您要的內容。
例如，對於報表，您可以選取格式、語言、傳送方式 (包括如何儲存報表輸出檔案) 和提示值。
8. 按一下 [確定]。
即可建立時間表，並且報表會在下一個已排程時間執行。

範例 - 在某月的最後一天排程項目
您要排程財務報表，以使其在下一年的每個月的最後一天自動執行。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您要排程的項目對應的 [排程] 按鈕

。

2. 在 [頻率] 下，選取 [按月]，然後選取 [天]。
3. 輸入 [每] 1 個 [月] 的第 31 [天]。
輸入 31 作為天數可確保項目在月份的最後一天執行，而不考慮該月份的實際天數。
4. 在 [開始] 下，選取目前月份的最後一天作為您希望每月時間表開始的日期。
5. 在 [結束] 下，按一下 [結束時間] 並選取下一年度相同月份的最後一天作為您希望每月時間表
結束的日期。
6.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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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 變更排程憑證
您要變更時間表的憑證，以將您識別為目前的時間表所有人。

步驟
1. 使用您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來登入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在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中，按一下您要變更其憑證的項目的 [排程] 按鈕

。

在 [憑證] 下會顯示目前排程所有人的名稱。
3. 按一下 [使用我的憑證] 連結來使您自己成為時間表所有人。儲存變更。
下次您開啟時間表時，您的憑證會將您識別為時間表所有人，例如 Sam Carter (scarter)。
附註：如果您以匿名使用者的身份登入，則目前的時間表所有人的資訊不可用。

使用工作來排程多個項目
您可以透過建立工作來為多個項目設定相同的時間表。工作標識報表、報表視圖和其他一起排程
並共享同一時間表設定的工作的集合。排程的工作執行時，工作中的所有項目均會執行。
提示：如果工作項目不可用，您可以透過按一下 [連結至項目] 來選取其他連結。
工作包含步驟，這些步驟是對個別報表、工作和報表視圖的參照。您可以指定一次執行所有步驟
還是按順序執行步驟。
●

如果一次執行所有步驟，則會同時提交所有步驟。所有步驟均成功執行後，工作即會成功。
如果某個步驟失敗，工作中的其他步驟不會受到影響並且仍然執行，但工作狀態會是 [失敗]。

●

按順序執行步驟時，您可以指定步驟執行的順序。僅在前一個步驟成功執行後，才會提交步
驟。如果某個步驟失敗，您可以選擇停止工作或繼續其他步驟。

您可以排程工作，以便週期性或以觸發器為基礎，在特定時間執行，例如資料庫重新整理或電子
郵件 (第324頁)。
步驟中的個別報表、工作和報表視圖還可以具有各自的時間表。個別步驟項目的執行選項會覆蓋
為工作設定的執行選項。您可以為用作自身不具有執行選項的步驟項目的預設值之作業設定執行
選項。
您可以執行報表，以產生以您定義的選項 (例如格式、語言和協助工具) 為基礎的輸出。
您也可以將 Content Store 維護和部署匯入及匯出包括在工作中。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維護 Content
Store"(第138頁) 和"部署"(第327頁)。

已快取的提示資料
對於每次執行時均會提示輸入值的報表，您可能想使用已快取的提示資料。因為資料是從快取而
不是從資料庫擷取的，所以報表執行速度會更快。
快取僅在請求的語言與快取中的語言相同時使用。例如，快取包含英語、英語 (美國) 和德語 (德
國) 的資料。系統提示時，您為報表請求英語 (美國)。存在完全相符合的語言，並使用已快取的資
料。如果存在部分相符的語言，也會使用已快取的資料。如果您請求英語 (加拿大)，則會使用英
語的已快取的資料。如果您請求德語 (奧地利)，則不存在相符的語言並且不會使用已快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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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為報表或報表視圖使用快取。對於報表視圖，首先使用報表視圖快取。如果找不到報表視
圖快取，則使用相關聯的報表的快取。
您必須使用工作來建立或重新整理快取。您可以透過排程工作，來使其週期性執行，從而自動重
新整理快取。如果您想在下次執行報表時使用即時資料，則您可以清除快取。

權限
根據項目的類型，將項目作為工作的一部分包括在內所需的權限會有所不同。這些權限與用來排
程項目的權限相同 (第320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新工作] 按鈕

。

2. 鍵入工作的名稱 (如果需要，也可鍵入工作的說明和螢幕提示)，選取用來儲存工作的位置，
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將顯示 [選取步驟] 頁面。
3. 按一下 [新增]。
4. 選取您要新增項目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
項目時，按一下 [確定]。

。[所選項目] 方塊中出現所需

您也可以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如需搜尋選項，請
按一下 [編輯]。當您找到所需項目時，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以在 [所選項目] 方塊中列示項目，
然後按一下 [確定]。
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若要選取清單中的所有項
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若要顯示使用者項目，請按一下 [顯示清單中的使用
者]。
5. 如果單個項目在作為工作的一部分執行時您要變更它的執行選項，請依次按一下 [設定] 圖示
、[產生報表輸出]，然後選取 [覆蓋預設值] 進行變更，之後按一下 [確定]。
若要將報表傳送給手機收件者，請選取 [將報表傳送至 Mobile 收件人] 並按一下 [選取收件者]。
提示：若要返回個別項目的預設值，請按一下 [刪除] 按鈕。
6. 如果您要在工作執行時重整理報表的快取，請按一下報表旁邊的 [編輯] 圖示，然後在 [執行報
表以便] 功能表中，按一下 [重新整理報表快取]。按一下 [覆蓋預設值]。若要接受顯示的語
言，請按一下 [確定]。若要變更語言，請按一下 [選取語言]，選取所需語言，然後按一下 [確
定]。按一下 [確定] 以接受顯示的語言。
提示：若要清除快取，請按一下 [刪除] 按鈕。
7. 如果您要建立或重新整理快取，請按一下 [設定] 圖示，按一下 [重新整理報表快取]，選取 [覆
蓋預設值] 方塊，新增語言 (如果需要)，然後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清除快取，請按一下您要清除其快取的報表旁邊的 [更多]，按一下 [清除快取]，然
後按一下 [確定] 兩次。
8. 在 [步驟提交] 下，選取是 [一次全部] 提交步驟還是 [按順序] 提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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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選取 [按順序]，則將按照 [步驟] 清單中的顯示順序執行步驟。如果您希望即使其中某
一步驟失敗，工作仍繼續執行，請選取 [發生錯誤時繼續] 核選方塊。
提示：若要變更順序，請按一下 [修改順序]，進行變更，然後按一下 [確定]。
9. 如果要指定工作層級的預設執行選項，請在 [所有步驟的預設值] 下按一下 [設定]。
請注意適用於具有多個項目工作的執行選項可能不適用於每個項目。如果選項不適用於某個
項目，則將忽略該項目。
10. 若要覆蓋預設值，請選取類別並選取 [覆蓋預設值] 核選方塊，然後選取要用於工作的預設選
項，並按一下 [確定]。
11. 若要在執行活動順利完成後，儲存工作步驟的完整歷程記錄明細，請從 [執行歷程記錄明細層
級] 清單中按一下 [全部]。按一下 [有限] 可儲存工作的有限執行歷程記錄明細。如果工作執行
失敗，則會儲存完整的歷程記錄明細。
預設為 [全部]。
12. 選取所需的動作：
●

若要現在執行或稍後再執行，請按一下 [排程立即執行或稍後執行]，然後按一下 [完成]。
指定執行的時間和日期。按一下 [僅尋找] 或 [尋找並修復]，然後按一下 [執行]。審閱執行
時間並按一下 [確定]。

●

若要排程週期時間執行，請按一下 [排程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然後按一下 [完成]。然
後，選取頻率以及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按一下 [僅尋找] 或 [尋找並修復]，然後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暫時關閉時間表，請選取 [關閉時間表] 核選方塊。若要檢視時間表狀態，請
參閱"活動管理"(第307頁).

●

若要儲存而不進行排程或執行，請按一下 [僅儲存]，然後按一下 [完成]。

隨即建立工作，並且工作將在下一個已排程的時間執行。

基於觸發器的項目排程
您可以根據事件排程項目，例如資料庫重新整理或電子郵件。事件可以作為導致項目執行的觸發
器。例如，您可能希望在每次重新整理資料庫時執行報表。
基於觸發器的排程可以用於基於事件而自動執行項目。它也可用於限制使用者何時可以執行項目。
例如，在資料庫一周僅重新整理一次的倉庫環境中，無需更頻繁地執行報表。
您可以選擇基於資料庫重新整理來排程報表，以便該報表一周僅執行一次。
基於觸發器的排程僅適用於項目，而不適用於與項目相關聯的任何項目視圖。例如，如果基於觸
發器的排程適用於報表，則它不適用於與該報表相關聯的報表視圖。但是，您可以使用觸發器排
程報表視圖。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您可以使用 [按觸發器排程] 功能來控制對排程的使用。 (第2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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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基於觸發器的排程
若要基於事件排程項目並確認基於觸發器的排程，您必須具有讀取、寫入、執行和遍訪權限。您
還需要具有針對由項目使用的所有資料來源的以下存取權限。

資料來源

權限

資料來源

執行和遍訪

資料來源連結

執行和遍訪
如果僅具有執行權限，則系統會提示您登入到資料庫。

dataSourceSignon

執行
設定基於觸發器的排程之前，請確保您的憑證存在，並且是最新的。
提示：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鈕
新憑證]。

、[我的偏好設定]，然後在 [個人] 標籤中，按一下 [更

按照此程序來設定基於觸發器的排程：
❑

根據事件排程項目 (第325頁)。

❑

使管理員在伺服器上設定觸發器事件。

觸發器事件還可由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開發人員使用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進行
設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請參閱有關在伺服器上設定觸發器事件的資訊 (第583頁)。您也可以關閉基於觸發器的排程 (第582
頁)。

基於事件排程項目
作為設定基於觸發器的排程的一部分，您必須基於事件排程項目。
如果啟動觸發器的使用者具有以下權限，則會啟動基於觸發器的排程：
●

對排程項目的讀取和遍訪權限

●

對排程項目的所有母項的遍訪權限

●

對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存取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您要排程的項目旁邊的 [排程] 按鈕

。

2. 在 [頻率] 下，按一下 [按觸發器] 標籤。
3. 在 [觸發器名稱] 中，鍵入觸發器事件的名稱。
附註：您輸入的觸發器名稱可能由管理員或開發人員提供給您。如果沒有向您提供，則您必
須將您所使用的觸發器名稱通知給管理員或開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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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設開始日期為「現在」，預設結束日期為「永遠」，這表示觸發器時間表將在啟動觸發器
(從 trigger.bat 或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應用程式啟動) 後執行。如果您輸入了有效的開始和
結束日期，則僅可以在開始和結束日期之間啟動觸發器時間表。
5.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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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包括將應用程式從一個安裝中移至另一個安裝中。在 IBM® Cognos® BI 中，您可以將套件、最
上層資料夾或整個 Content Store 從來源環境部署到目標環境。
通常，部署可以將項目 (例如套件、資料夾、報表和報表視圖) 從開發環境轉移到測試環境，然後
再轉移到生產環境。您還可以在作業系統之間進行部署。
規劃部署以確保部署正確的資訊且未干擾目標環境，這非常重要。考慮來源和目標環境中的安全
性也很重要。
您可以透過執行部署匯入精靈升級先前版本的項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到目標環境"(第343
頁)。
您可以使用作業系統或指令碼機制從指令行執行部署。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自動化部署程序，以
●

建立、更新和刪除部署規格

●

從部署檔案庫載入部署規格

●

提交部署匯出和匯入請求

●

存取部署歷程記錄

部署人力任務服務是單獨任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部署人力任務和註解服務"(第346頁)。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部署規格
部署規格是 Content Store 中的一個項目，它定義了
●

要部署的項目

●

部署偏好設定

●

部署檔案庫的名稱

部署規格有兩種類型。匯出規格在來源環境中建立，並可控制建立部署檔案庫。匯入規格在目標
環境中建立，並可控制部署檔案庫中項目的匯入。
您可以檢視每個部署規格的部署歷程記錄，以檢視匯入或匯出的日期、時間和明細。

部署檔案庫
部署檔案庫是一個壓縮檔案，它包含經過部署的實際項目。部署檔案庫在您從來源環境中進行匯
出時建立。如果匯出到既有部署檔案庫，則該檔案庫的內容會被覆寫。
您可以將部署檔案庫從來源環境移動到目標環境。然後從部署檔案庫匯入到目標環境中。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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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移動部署檔案庫，您需要對安裝有 IBM® Cognos® 軟體的電腦上的安裝目錄具有存取權限。此
位置在配置工具中進行設定。預設位置為 c10_location/deployment。如需有關變更該位置的資訊，
請參閱《IBM Cognos 安裝和配置指南》。

部署規劃
部署時，您必須考慮如何處理安全性和選取哪種部署方法：
●

整個 Content Store (第329頁)

●

選取的套件、資料夾和目錄內容 (第330頁)

若要避免破壞目標環境中的參考，您必須部署參考了其他套件或資料夾中項目的所有項目。要考
慮的項目包括：
●

工作、捷徑和報表視圖

●

成員和項目權限

安全性和部署
在部署之前，您必須考慮存取權限 (第328頁)、部署檔案庫的安全性 (第328頁) 和對 Cognos 以外的
名稱環境的參考 (第329頁)。

存取權限
您部署的項目可能套用了安全性，例如指定了可存取這些項目的使用者和群組的存取權限 (第237
頁)。如果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第329頁)，則所有存取權限均會被部署。如果部署選取的套件、
公共資料夾和目錄內容，則您可以選擇是否部署存取權限 (第330頁)。
考慮以下內容：
●

參考的使用者和群組
如果部署對目標環境的存取權限，則參考的使用者和群組必須存在於目標環境中。

●

存取權限規則
為使存取權限在部署項目後起作用，來源環境和目標環境必須使用同一驗證提供程式，且該
提供程式具有相同的配置。否則，權限可能在部署後不起作用。
使用 Cognos® 名稱環境，以確保來源環境中的權限可在目標環境中發揮作用。例如，在來源
環境中，以「任何人」群組作為成員建立 Cognos 群組，然後為這些群組設定存取權限。部署
後，在目標環境中，將 Cognos 群組對應至驗證提供程式中相應的使用者和群組，然後從群組
成員中移除任何人」。

如需有關部署 Cognos 群組和角色的資訊，請參閱"包括 Cognos 群組和角色"(第332頁)。

保護部署檔案庫
部署檔案庫 (第327頁) 可包含敏感資訊，例如登入和機密帳戶或報表輸出中的信用卡號。在匯出
時，您可以透過設定密碼加密部署檔案庫。稍後，在匯入時，您必須鍵入加密密碼。密碼必須包
含 8 個或更多字元。
當部署檔案庫包含資料來源登入時 (第201頁) 或在您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時 (第329頁)，您必須加
密部署檔案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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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設定在配置工具中進行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安裝和配置指南》。

包括對其他名稱環境的參考
某些項目 (例如群組、角色、通訊群組清單、聯絡人、資料來源登入) 及某些報表性質 (例如電子
郵件收件者和報表聯絡人)，可參考 Cognos 名稱環境以外的名稱環境中的項目。當部署公共資料
夾和目錄內容時，您可以將這些項目與這些名稱環境的參考一起部署，或者分開部署。
考慮以下內容：
●

已包括的參考
如果包括對其他名稱環境的參考，則系統會確認每個被參考的項目是否存在於適用的名稱環
境中。因此，您必須確保已登入到每個名稱環境，並且您具有存取名稱環境中所需項目的必
要權限。如果您不能存取這些名稱環境，則您將在部署期間遇到錯誤。

●

未包含的參考
如果您未包括對其他名稱環境的參考，則參考的項目將會從它們可能存在的群組、角色、通
訊群組清單和資料來源登入的成員清單以及其他性質中移除。

在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時 (第329頁)，將包括對所有名稱環境的參考。

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可以確保將所有的套件、資料夾以及目錄內容複製到新位置。例如，如果
要變更安裝有 IBM® Cognos® 軟體的電腦，您可以將整個 Content Store 從舊環境移至新環境，並保
留由管理員和使用者建立的所有報表和其他項目。
其他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的原因包括：
●

將整個應用程式從開發環境移動到新的、空環境中 (例如新的電腦)

●

將整個應用程式從開發環境重新整理到既有環境中 (例如既有電腦)

●

移動使用其他基礎技術 (例如 Content Store 的其他資料庫類型或其他作業系統) 的既有環境中
的應用程式

●

升級 Content Store 的內容

將 Content Store 從一個環境移動到另一個環境時，您必須對策略、使用者、角色和群組使用同一
名稱環境以使其正常工作。
在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時，如果沒有衝突，則目標 Content Store 的內容會被移除，並由來源
Content Store 的內容 (除配置資料外) 取代。匯入的項目將所有人與來源 Content Store 分開。如需有
關衝突解決方案的資訊，請參閱"衝突解決方案規則"(第335頁)。
在部署完成後，與報表相關聯的套件的某些連結可能會不起作用。您可能需要將套件重新連結到
報表。如需有關將套件連結到報表的資訊，請參閱工作室的文件。
提示：為避免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您可以僅部署特定公共資料夾和目錄內容 (第330頁)。

Content Store
Content Store 包括入口網站中的所有項目，例如：
●

公共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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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件

●

報表

●

資料來源

●

通訊群組清單與聯絡人

●

印表機

●

Cognos 名稱環境

●

部署規格

其中不包括部署歷程記錄 (第330頁)。配置物件 (第330頁) (例如 Dispatcher)，依預設包括在匯出中，
但是在匯入中被排除。
如果您要部署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夾和個人頁面，則必須在匯出和匯入時選擇包括使用者帳戶資訊。

部署歷程記錄
在匯出整個 Content Store 時，將匯出存在於來源 Content Store 中的匯出和匯入部署規格。它們的部
署歷程記錄不會被匯出。
稍後，在匯入整個 Content Store 時，還會匯入該匯出和匯入部署規格。您在 [檢視部署歷程記錄]
頁面中不會看到有關匯入規格的項目。
如果任何已匯入的部署規格用於已加密的部署檔案庫，則您可以刪除這些規格。第一次匯入整個
Content Store 時，您必須建立新的匯入部署規格。
依預設，儲存在部署記錄中的資訊僅包括進度和摘要報表。如果您希望包括更多詳細資訊，請使
用進階設定 CM.DEPLOYMENTDETAILENTIRECONTENT 變更記錄層級。使用"設定進階 Content
Manager 參數"(第135頁)中的步驟。更多記錄層級位於部分部署中 (第333頁)。

配置資訊
匯入整個 Content Store 時，依預設配置資料會包括在匯出之中，但會從匯入中排除。我們建議您
不要變更此設定。但是，如果您必須匯入配置設定，可以在 [進階設定] 中變更預設 (第345頁)。
如果匯入配置資料，特別是在具有多個 Content Manager 的分佈式環境中，已匯入的資料可能會覆
寫關於 Content Manager 狀態的目前資訊。
提示：如果匯入配置，請重新啟動目標環境中的服務以正確更新狀態資訊。
如需有關在匯入中包括配置資料的資訊，請參閱"在匯入整個 Content Store 時包括配置物件 "(第345
頁)。
如需有關如何匯入 Content Store 中特定物件的資訊，請參閱"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的衝突解決方
案規則"(第336頁)。

部署選取的公共資料夾和目錄內容
您可以選擇進行部分部署，即僅部署選取的公共資料夾和目錄內容，而不是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第329頁)。
您可以部署 [公共資料夾] 中的任何套件和資料夾。瀏覽 [公共資料夾] 階層架構並選取套件或資料
夾。該作業將部署其整個內容。您無法選取套件或資料夾中特定的項目。在匯出期間，不會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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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套件和資料夾，並且 Content Manager 不會在目標環境中為它們建立預留位置。在匯出和匯入期
間，您可以在 Content Manager 階層架構中為每個部署的套件和資料夾指定新的目標位置。
您可以部署的目錄內容包括 Cognos® 名稱環境、通訊群組清單、聯絡人以及資料來源及其連線和
登入。
在部署公共資料夾和目錄內容時，您不能包括 Content Store 的配置、功能、exportDeploymentFolder
和 importDeploymentFolder 區域中的物件 (第332頁)。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包括對其他名稱環境
的參考"(第329頁)。
如需有關如何匯入 Content Store 中特定物件的資訊，請參閱"部署匯出和匯出時使用的衝突解決方
案規則"(第335頁)。
在完成部署後，與報表相關聯的套件的某些連結可能會不起作用，即使您已在部署中包括了套件
及其報表。您可能需要將套件重新連結到報表。如需有關將套件連結到報表的資訊，請參閱工作
室的文件。
提示：如果要部署特定項目，您可以在 [公共資料夾] 的根層級建立資料夾，將特定項目複製到該
資料夾，然後在部署時選取此資料夾。

部署套件
套件是包含已公佈報表和中繼資料的項目。套件在塑型工具 Framework Manager 中建立，然後公佈
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套件儲存在 Content Store 中，並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顯示為
項目。
在部分部署期間 (第330頁)，您可以一次部署一個或多個套件。套件可以參考套件外部的物件，例
如安全性物件、資料來源以及通訊群組清單。然而，參考的物件不會與套件一起進行部署。
在進行匯入時，您可以取消選取不想匯入的部署檔案庫中的套件。

重新命名套件和資料夾
在部分部署期間 (第330頁)，您可以重新命名套件和資料夾，以便它們在目標環境中具有新名稱。
如果您不希望覆寫目標環境中具有同一名稱的套件或資料夾，則該作業會非常有用。原始套件或
資料夾保持不變，而部署的套件或資料夾被重新命名。
您還可能要為套件和資料夾新增多語言名稱，以便使用者可看到適合其區域設置的名稱。區域設
置指定字元類型、對照、日期和時間格式、貨幣單位以及訊息的語言資訊和文化習俗。
在重新命名套件之前，應考慮關於重新命名項目的資訊和對"組織項目"(第274頁)中其他項目的相關
聯參考會發生什麼情況。

關閉套件和資料夾
在部分部署期間 (第330頁)，您可以關閉目標環境中套件和資料夾，以讓使用者無法存取它們。如
果您在使套件和資料夾對使用者可用之前要在目標環境中對它們進行測試，則關閉這些套件和資
料夾非常有用。
您可以在匯出或匯入時關閉套件和資料夾。
在關閉套件或資料夾時，其包含的項目在匯入後無法在目標環境中存取。使用者無法執行、檢視
或編輯項目。僅對已關閉項目具有寫入權限的使用者可存取它們。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閉
項目"(第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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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部署選項
在部分部署期間 (第330頁)，您可以在匯出和匯入時選擇以下選項。如果您未在匯出時選取選項，
則該選項在匯入期間將無法使用。

包括報表輸出版本
您可以選擇在部署中包括報表輸出版本 (第382頁)。如果選取此選項，則您可以在出現衝突時選擇
要進行的作業。您可以用部署檔案庫中的報表輸出版本取代目標環境中的既有報表輸出版本，或
保留目標環境版本。

包括執行歷程記錄
報表的執行歷程記錄顯示了關於報表在部署中執行 (第314頁) 時的狀態和時間的統計數據。您可以
選擇是否包括報表的執行歷程記錄。
如果選取此選項，則您可以在出現衝突時選擇要進行的作業。您可以用部署檔案庫中的報表執行
歷程記錄取代目標環境中的既有報表執行歷程記錄，或保留目標環境歷程記錄。

包括時間表
您可以選擇是否在部署中包括時間表 (第319頁)。如果不部署時間表，則這些時間表將會從目標環
境的工作和報表中移除。
如果選取此選項，則您可以在出現衝突時選擇要進行的作業。您可以用部署檔案庫中的時間表取
代目標環境中的既有時間表，或保留目標環境時間表。
選擇在部署中匯入時間表時，您可以將匯入的時間表憑證變更為您的憑證。時間表的憑證是用於
在時間表中執行報表的憑證。該憑證確定了報表上的權限以及適用於報表執行的功能。如果報表
的 [作為所有人執行] 性質未設定為 True，則該憑證還可用於存取資料來源、資料連線和登入物
件。變更該憑證可能按以下方式影響作業：
●

無影響

●

由於選取了資料來源中的其他連線或登入，報表產生了其他資料。

●

由使用者不具有正確的功能或權限，報表執行失敗

若要將匯入的時間表憑證變更為執行匯入人員的憑證，請執行以下作業：
●

新增進階設定 CM.DeploymentUpdateScheduleCredential 並將值設定為 [True]。請參閱程序，"設
定進階 Content Manager 參數"(第135頁)。

●

使用 [新匯入精靈] 匯入至目標環境時 (第343頁)，請務必按一下 [包括時間表]，然後選取 [衝突
解決方案] 下的 [取代既有項目]。接下來，請選取 [項目所有權] 下的 [執行匯入的使用者]。

包括 Cognos 群組和角色
您可以選擇是否在部署中包括 Cognos 群組和角色(第231頁)。
部署 Cognos 群組和角色時，您必須對其全部進行部署。但是，以下內建群組不能部署：
●

匿名

●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

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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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署群組時，[系統管理員] 群組的成員將與已存在於目標環境中的 [系統管理員] 群組的成員合
併。這確保了在已部署成員無效的情況下，可對目標環境進行存取。但是，您可能需要在部署完
成時修改成員清單。
如果選取此選項，則您可以在出現衝突時選擇要進行的作業。您可以使用部署檔案庫中的群組和
角色取代目標環境中的群組和角色，或者保留目標環境群組和角色。

包括通訊群組清單和聯絡人
您可以選擇是否在部署中包括通訊群組清單和聯絡人。如果選擇部署通訊群組清單和聯絡人，則
您須對其全部進行部署。
如果選取此選項，則您可以在出現衝突時選擇要進行的作業。您可以指定是使用部署檔案庫中的
通訊群組清單和聯絡人取代目標環境中的通訊群組清單和聯絡人，還是保留目標通訊群組清單和
聯絡人。

包括資料來源
您可以選擇在部署中包括資料來源及其相關聯的連線 (第173頁)。如果選擇部署資料來源，則您必
須對其全部進行部署。
您可以將資料來源與其登入一起部署，或者分開部署。如果不部署登入，則您必須在目標環境中
對資料來源進行相應的配置。如果部署登入，則您必須加密部署檔案庫。
如果選取此選項，則您可以在出現衝突時選擇要進行的作業。您可以指定是用部署檔案庫中的資
料來源取代目標環境中的資料來源，還是保留目標環境資料來源。
如果取代目標資料來源，並且來源環境中的資料來源連結與目標環境中的資料來源連結不符合，
則您會遺失資料庫連結。在這種情況下，您必須用資料庫客戶端軟體在匯入後手動重新連線到目
標環境中的資料來源。

包括存取權限
您可以選擇在部署中包括存取權限 (第328頁)。
如果選取此選項，則您可以在出現衝突時選擇要進行的作業。您可以指定是使用部署檔案庫中的
存取權限取代目標環境中的存取權限，還是保留目標環境存取權限。

記錄部署詳情
您可以透過設定部署的 [記錄層級] 指定儲存在部署記錄中的資訊類型。儲存在記錄中的資訊數量
對效能有影響。
您可以設定以下記錄層級：
●

基本
儲存部署進度和摘要資訊。這是預設選項。

●

最小
僅儲存部署摘要資訊。此選項所需記憶體最小。

●

追蹤
儲存所有部署詳情。此選項所需記憶體最大。

如需有關在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時記錄部署詳情的資訊，請參閱"部署歷程記錄"(第3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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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考慮
您可以將已匯入項目的所有權變更為執行匯入的使用者。您可以在匯出或匯入時選取此選項。如
果您使用來源中的所有人，則所有人會與項目一起匯入。您可以將所有權選項套用於新項目或新
的既有項目。

進階部署設定
您可以使用以下進階設定來指定如何在您的環境中進行部署：
●

指定報表輸出是否屬於部署的一部分 (第334頁)

●

指定配置物件和子物件是否屬於部署的一部分 (第334頁)

指定報表輸出是否屬於部署的一部分
您可以指定報表輸出是否屬於部署的一部分。您可以使用以下兩個進階設定：
●

CM.DEPLOYMENTSKIPALLREPORTOUTPUT 可包括或跳過 [我的資料夾] 和 [公共資料夾] 中的
所有報表輸出。

●

CM.DEPLOYMENTSKIPUSERREPORTOUTPUT 僅包括或跳過 [我的資料夾] 中的使用者報表輸
出。

依預設，它們都被設定為 True (包括)。若要將預設變更為排除，請將它們設定為 False。
您必須具有必要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第245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按一下 [系統]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按一下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編輯]。
7.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8. 在 [參數] 欄中，鍵入 CM.DEPLOYMENTSKIPALLREPORTOUTPUT 或 CM.
DEPLOYMENTSKIPUSERREPORTOUTPUT。
9. 在 [值] 欄中，鍵入要使用的設定。
10. 按一下 [確定]。
11.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指定配置物件和子物件是否屬於部署的一部分
您可以指定配置物件和它們的子物件是否屬於部署的一部分。依預設，不會包括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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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進階設定 CM.DEPLOYMENTINCLUDECONFIGURATION 變更預設設定。依預設，其設
定為 False (部署中不包括配置物件)。若要將預設變更為包含配置物件及它們的子物件，請將其設
定為 True。
您必須具有必要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第245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按一下 [系統]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按一下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編輯]。
7.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8. 在 [參數] 欄中，鍵入 CM.DEPLOYMENTINCLUDECONFIGURATION。
9. 在 [值] 欄中，鍵入要使用的設定。
10. 按一下 [確定]。
11.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部署匯出和匯出時使用的衝突解決方案規則
本節介紹匯入或匯出至目標環境時所套用的衝突解決方案規則。根據您是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還是部署選取的公共資料夾和目錄內容，規則會有所不同。所選擇的方法確定了在匯入中應包括
的物件，以及在目標環境中已存在物件時如何解決衝突。
Content Store 中的物件表示入口網站中的項目和這些項目的性質。例如，物件 reportView 表示入口
網站中的報表視圖項目，而物件 runHistory 表示某項目的執行歷程記錄。如需有關物件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依預設，根據您部署的是整個 Content Store (第329頁)，還是僅選取的 [公共資料夾] 和目錄內容
(第330頁)，[公共資料夾] 中的物件會繼承部署規則。
儘管衝突僅會在匯入時發生，而不會在匯出時發生，但是在匯出時仍然使用相同的規則處理檔案
庫中的物件。在匯出作業期間，如果物件的規則設定為保留，則其不會包括在檔案庫中。對於任
何其他設定，物件都會包括在檔案庫中。

衝突解決方案規則
當您要從部署檔案庫中匯入的項目已存在於目標 Content Store 中時，會出現衝突。發生此情形時，
會根據項目和您使用的進階設定使用以下一個衝突解決方案規則。請參閱"進階部署設定"(第334
頁)。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335

章節22：部署

規則

說明

取代

取代項目及其子項。
項目及其所有子項將從來源 Content Store 中移除。新項目及其所有子項將被新增到來源 Content Store
中。

保留

保留項目。
項目的性質和項目的所有子項不會更新。項目的既有子項會保留。可能會新增新子項。

更新

更新項目。
項目的性質和項目的子項將更新。項目的既有子項會保留。可能會新增新子項。

合併

將項目的性質與既有項目合併。
如果項目沒有子項，則取代和更新會得到相同的最終結果。

內容
在匯入整個 Content Store 時，Content Store 內容區域中的所有物件都將被包括和取代。

目錄
如果包括資料來源、連線和登入，並且保留既有項目則檔案庫中的相關聯物件將與目標環境中的
物件合併。即使物件已合併，保留規則仍將套用。可能不會出現完全合併，因為某些物件可能被
捨棄。
請註意，當您要包括 Cognos® 群組和角色以及通訊群組清單和聯絡人時，必須將這些項目儲存在
名稱環境內的資料夾中，以便進行部署。
檔案庫中通訊群組清單、群組和角色的成員不會與目標環境中的內容合併。相反，通訊群組清單、
群組和角色的集會與目標環境中已存在的集合併。但是，當匯入 [系統管理員] 群組時，將始終合
併此群組的成員。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包括 Cognos 群組和角色"(第332頁)。

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的衝突解決方案規則
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的預設衝突解決方案規則是取代。
下表列示了預設衝突解決方案規則的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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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名稱

衝突解決方案規則

OUTPUT、GRAPHIC、PAGE

在以下情形保留
●

進階設定 CM.
DEPLOYMENTSKIPALLREPORTOUTPUT
設定為 True 時

●

物件在使用者帳戶之下，且進階設定 CM.
DEPLOYMENTSKIPUSERREPORTOUTPUT
設定為 True 時

如需有關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指定報表輸
出是否屬於部署的一部分"(第334頁)。
帳戶

如果在部署期間選取了[包括使用者帳戶資訊]，
則進行更新；如果未選取，則保留。
如需有關包括使用者帳戶資訊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第329頁)。

SESSION、CACHEOUTPUT、REPORTCACHE、 保留
REPORTMETADATACACHE、
DEPLOYMENTDETAIL
FOLDER、MRUFOLDER、SUBSCRIPTIONFOLDER 如果「直接」位於 Cognos 名稱環境使用者帳戶
物件 (「我的資料夾」資料夾) 之下或「直接」
位於第三方名稱環境使用者帳戶物件 (「我的
資料夾」資料夾) 之下，則會取代。
CAPABILITY、SECUREDFUNCTION、
更新
CONFIGURATION、CONFIGURATIONFOLDER、
DISPATCHER、DIRECTORY、NAMESPACE、
NAMESPACEFOLDER、PORTAL、
PORTALPACKAGE、PORTALSKINFOLDER、
PORTLETFOLDER、PORTLETPRODUCER、
PORTLET、PAGELETFOLDER、PAGELET、
PAGELETINSTANCE、PORTLETINSTANCE
ROLE、GROUP

取代 (但是保留物件 ID)。

CONTENT、ADMINFOLDER、
TRANSIENTSTATEFOLDER

取代。

HISTORY、HISTORYDETAIL、
HISTORYDETAILREQUEST ARGUMENTS

如果在 ADMINFOLDER 物件下則會保留。

請注意，只能使用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應
用程式將部署選項 entireContentStoreReplace 變
更為 false (更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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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部署的衝突解決方案規則
部署公共資料夾和目錄內容，而不是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時，您可以選取要部署的內容。某些
衝突解決方案規則取決於您的選擇。
在更新母物件時，將新增部署檔案庫中的新子物件，並且這些子物件會結合目標環境中的既有子
物件集。如果出現衝突，衝突解決方案規則將會取代子物件。
由於取代了所有工作步驟，因此在匯入 jobStepDefinition 物件時不會出現衝突。
如果包括報表輸出版本和執行歷程記錄並保留既有項目，則檔案庫中的相關聯物件將與目標環境
中的物件合併。即使物件已合併，保留規則仍將套用。可能不會出現完全合併，因為某些物件可
能被捨棄。
部分部署的預設衝突解決方案規則為取代。
下表列示了預設衝突解決方案規則的例外情形：

物件名稱

衝突解決方案規則

REPORTVERSIONSQL

取決於將 [包括報表輸出版本] 設定為代還是保留 (第332頁)。

OUTPUT

如果將進階設定 DEPLOYMENTSKIPREPORTOUTPUT 設定為 True，
則會保留 (第334頁)。
否則，將取決於將 [包括報表輸出版本] 設定為取代還是保留 (第332
頁)。

GRAPHICPAGE

如果將進階設定 DEPLOYMENTSKIPREPORTOUTPUT 設定為 True，
則會保留 (第334頁)。
否則，將取決於將 [包括報表輸出版本] 設定為取代還是保留 (第332
頁)。

HISTORY

取決於將 [包括執行歷程記錄] 設定為取代還是保留 (第332頁)。

SCHEDULE

取決於將 [包括時間表] 設定為取代還是保留 (第332頁)。

JOBSTEPDEFINITION

取代。

JOBDEFINITION

更新並移除所有 JOBSTEPDEFINITION 子物件。如果已指定 Package
Histories 並將 packageHistoriesConflictResolution 設定為取代，則也會
移除 HISTORY 物件。

DATASOURCE、
取決於將 [包括資料來源和連線] 設定為保留還是取代 (第333頁)。
DATASOURCECONNECTION、
DATASOURCENAMEBINDING
DATASOURCESIG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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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名稱

衝突解決方案規則

DISTRIBUTIONLIST、
CONTACT

取決於將 [包括通訊群組清單與聯絡人] 設定為保留還是取代 (第333
頁)。

ROLE、GROUP

取決於將 [包括 Cognos 群組和角色] 設定為保留還是取代 (第332
頁)。(如果將其設定為取代，則會保留物件 ID。)

CACHEOUTPUT、
保留
REPORTCACHE、
REPORTMETADATACACHE

部署 IBM Cognos 項目
若要部署 IBM® Cognos® 軟體，您需要
❑

匯出到來源環境的部署檔案庫中

❑

移動部署檔案庫到目標環境

❑

包括配置物件，如果要匯入整個 Content Store

❑

從部署檔案庫匯入到目標環境中

❑

測試已部署的項目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您可以按照與組織所有項目相同的方法組織資料夾中的部署規格。
請參閱"組織項目"(第274頁)。

部署和代理程式
部署可以是代理程式的一部分。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代理程式"(第401頁)。

部署時間表和執行歷程記錄
您可以排程部署在指定時間自動執行或作為工作的一部分執行。IBM Cognos 軟體儲存了每個部署
規格的執行歷程記錄。在匯出或匯入後，您可以檢視部署的日期、時間和狀態。您還可以檢視部
署產生的任何錯誤訊息，以及已匯出或匯入項目的清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活動管理"(第307
頁)。

權限
若要部署 IBM Cognos 項目，您必須對 [管理任務] 安全功能 (第733頁) 具有執行權限並對 [管理] 安
全功能具有遍訪權限。我們還建議您歸屬於「系統管理員」群組並擁有對 Cognos 名稱環境的讀取
和寫入權限，以便您可以部署「系統管理員」群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為項目設定存取權
限"(第240頁)。
當進行公共資料夾和目錄內容的部分匯出 (第330頁) 而不是匯出整個 Content Store (第329頁) 時，您
必須對要匯出的項目具有讀取和遍訪權限。您還需要寫入權限，因為在匯出時您要建立部署規格
和部署歷程記錄。在匯入時，您必須對匯入的項目具有寫入和設定政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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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必須已在來源環境和目標環境中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軟體和其他產品。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安裝和配置指南》。
我們建議您在匯出和匯入之前停止 Content Manager 服務。這樣會防止使用者在部署期間執行作業
時接收到不可預知的結果。例如，如果在匯入套件時使用者檢視該套件中的報表，則使用者可能
會在報表輸出被取代時遇到錯誤。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停止和啟動 Dispatcher 和服務"(第122
頁)。
在開始之前，您必須規劃部署以確定要使用的部署選項和要部署的項目 (第328頁)。您可能要在部
署之前進行備份 (第219頁)。

建立匯出部署規格
若要匯出 IBM® Cognos® 項目，您可以建立匯出部署規格 (第327頁)。您還可以將以儲存的部署規格
用於匯出，或用於項目的重新部署。
項目會被匯出到來源環境中的匯出部署檔案庫中 (第327頁)。稍後，您要將檔案庫項目匯入至目標
環境。您可以使用部署檔案庫中的項目來更新目標環境中的項目。
如需有關部署期間衝突解決方案的資訊，請參閱"部署匯出和匯出時使用的衝突解決方案規則"(第335
頁)。
在匯出時，請選取要部署的項目，並設定在匯入時用作預設值的選項。

建立新匯出部署規格的步驟
1. 在來源環境中，開啟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內容管理]。
4.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匯出] 按鈕

。隨即顯示 [新匯出] 精靈。

5. 為部署規格鍵入唯一名稱、可選說明和螢幕提示。選取要儲存到的資料夾，然後按一下 [下一
步]。
6. 選擇是匯出整個 Content Store 還是進行特定資料夾和目錄內容的部分匯出：
●

若要匯出特定資料夾和目錄內容，請按一下 [選取公共資料夾和目錄內容]，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繼續執行步驟 7。

●

若要匯出整個 Content Store，請按一下 [選取整個 Content Store] 並選取是否要包括使用者
帳戶資訊。按一下 [下一步] 然後繼續進行步驟 18。

7. 在 [選取公共資料夾內容] 頁面，按一下 [新增]。
8. 在 [選取項目] 頁面上的 [可用項目] 方塊中，選取要匯出的套件或資料夾。
您可以瀏覽公共資料夾階層架構並選擇所需的套件和資料夾。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
所選項目移至 [所選項目] 方塊，然後按一下 [確定]。
9. 對於每個要匯出的套件和資料夾，進行以下作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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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希望套件或資料夾在目標環境中具有不同的名稱，或者您要變更目標位置或新增多語
言名稱，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

進行變更，然後按一下 [確定]。

如果您不希望使用者存取套件或資料夾及其項目，請選取 [匯入後關閉] 欄中的核選方塊。
如果您要在報表可用於目標環境中之前測試這些報表，這將很有用。

10. 在 [選項] 下，選取是否要包括報表輸出版本、執行歷程記錄和時間表，以及在出現衝突的情
況下應如何處理項目。
11. 按一下 [下一步]。
12. 在 [選取目錄內容] 頁面中，選取是否要匯出 Cognos 群組和角色、通訊群組清單和聯絡人、資
料來源和連線，以及在出現衝突的情況下應如何處理項目。
13. 按一下 [下一步]。
14. 在 [指定一般選項] 頁面中，選取是否要包括存取權限和對 IBM Cognos 以外名稱環境的參考，
以及將項目匯入到目標環境中之後這些項目的所有人。
15. 為部署歷程記錄指定 [記錄層級] (第333頁)。
16. 按一下 [下一步]。
17. 在 [指定部署檔案庫] 頁面中，於 [部置檔案庫] 下，從清單選取既有部署檔案庫，或者鍵入新
名稱來建立部署檔案庫。
如果您要鍵入部署檔案庫的新名稱，我們建議您在名稱中不要使用空格。如果新部署規格的
名稱與既有部署檔案庫的名稱相符，則會將字元 _# 新增至名稱的末尾，其中 # 表示數字，例
如 1。
18. 如果想要保護檔案庫，請在 [加密] 下按一下 [設定加密密碼]，接著鍵入密碼，然後按一下 [確
定]。
19. 按一下 [下一步]。
將顯示摘要資訊。
20. 檢閱摘要資訊，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提示：如果您要變更資訊，請按一下 [上一步] 並按照說明進行作業。
21. 檢閱摘要資訊，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22. 選取所需的動作：
●

要現在執行或稍後再執行，請依次按一下 [儲存並執行一次]、[完成]。指定執行的時間和
日期。然後按一下 [執行]。審閱執行時間並按一下 [確定]。

●

若要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請按一下 [儲存並排程] 然後按一下 [完成]。然後，
選取頻率以及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然後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暫時關閉時間表，請選取 [關閉時間表] 核選方塊。若要檢視時間表狀態，請
參閱"管理已排程的活動"(第313頁)。

●

若要儲存而不進行排程或執行，請按一下 [僅儲存]，然後按一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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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匯出後，您可以移動部署檔案庫。還可以檢視匯出執行歷程記錄 (第314頁)。

修改既有匯出部署規格的步驟
1. 在目標環境中，開啟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內容管理]。
4.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您要修改的部署規格的 [性質] 按鈕

，然後按一下 [匯出] 標籤。

5. 根據需要修改部署選項。
提示：如果您要變更匯出目標位置，請按一下 [公共資料夾內容] 區段的 [目標名稱] 欄中匯出
名稱旁邊的 [編輯] 按鈕

，然後選擇所需套件或資料夾。

6. 按一下 [確定]。
這會儲存選項，並且您可以現在或稍後執行匯出 (第342頁)。

執行匯出的步驟
1.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用選項執行] 按鈕

。

2. 按一下 [現在] 以立即執行匯出，或按一下 [稍後]，然後輸入要執行匯出的時間。
您還可以將任務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並檢視已排程任務的清單。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時間表管理"(第319頁)。
提示：若要在登入到多個名稱環境時避免警告訊息，請在下次執行該匯出之前更新您的憑證。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按鈕
好設定]。在 [個人] 標籤上的 [憑證] 區段中，按一下 [更新憑證]。

，然後按一下 [我的偏

現在，您可以移動部署檔案庫。

移動部署檔案庫
將您在來源環境中建立的部署檔案庫移動到目標環境。稍後，您可以使用該部署檔案庫在目標環
境中進行匯入。
如果來源和目標環境使用同一 Content Store，則您可以進行匯入而不用移動部署檔案庫。
可在配置工具中設定儲存部署檔案庫的位置。預設位置為 c10_location/deployment。
如果您計劃將部署檔案庫移動到 LAN 上的某個位置，請確保有足夠的磁碟空間。如果您未加密部
署檔案庫，我們建議您將其複製到安全的位置。

步驟
1. 將部署檔案庫從來源環境複製到 LAN 上的某個位置或複製到 CD。
2. 將部署檔案庫從 LAN 或 CD 複製到在配置工具中所設定的目標環境位置。
現在，您可以包括配置物件 (如果您要匯入整個 Content Store)，或匯入到目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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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到目標環境
您將項目從部署檔案庫 (第327頁) 匯入到目標環境中。若要匯入項目，您可以建立匯入部署規格
(第327頁)。
如果先前儲存了部署規格而未進行匯入，或者您要重新部署 IBM® Cognos® 項目，您可以使用該既
有部署規格進行匯入。您可以用部署檔案庫中的項目更新目標環境中的項目。
如需有關部署期間衝突解決方案的資訊，請參閱"部署匯出和匯出時使用的衝突解決方案規則"(第335
頁)。
匯入時，從匯出的項目進行選取。您可以接受匯出期間設定的預設選項，也可以對它們進行變更。
您不能選取匯出期間未包含在部署檔案庫中的選項。如需有關如何匯入 Content Store 中特定物件
的資訊，請參閱"部署匯出和匯出時使用的衝突解決方案規則"(第335頁)。
您還可以使用 [新匯入] 精靈升級產品先前版本中的項目。您可以在匯入期間升級報表規格，或選
擇稍後使用 [新報表升級] 精靈升級它們。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升級報表規格"(第346頁)。
若要使用既有匯入部署規格，請參閱"修改既有匯入部署規格的步驟"(第344頁)

部分部署
如果您要執行特定公共資料夾和目錄內容的部分部署，則匯入精靈會顯示套件和資料夾是否已存
在於目標環境中，以及上次對它們進行修改的日期和時間。您可以使用此資訊來幫助您決定如何
解決衝突。重新進行部署時，精靈還會顯示這些套件和資料夾是否位於原始部署中。

建立新匯入部署規格的步驟
1. 在目標環境中，開啟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內容管理]。
4.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匯入] 按鈕

。隨即顯示 [新匯入] 精靈。

5. 在 [部署檔案庫] 方塊中，按一下要匯入的部署檔案庫。
6. 如果部署檔案庫已加密，請鍵入密碼，然後按一下 [確定]。
7. 按一下 [下一步]。
8. 為部署規格鍵入一個唯一名稱、可選說明和畫面提示，選取您要儲存部署規格的資料夾，然
後按一下 [下一步]。
9. 選取要包括在入中的內容。
提示：若要確保目標 Content Store 中存在所需的目標套件或資料夾，請按一下套件旁邊的 [編
輯] 按鈕

，然後檢查位置。如果需要，您可以立即變更目標位置。

10. 選取所需的選項和用於選取的選項的衝突解決方案選擇。
11. 在 [指定一般選項] 頁面中，選取是否要包括存取權限和對 IBM Cognos 以外名稱環境的參考，
以及將項目匯入到目標環境中之後這些項目的所有人。
12. 為部署歷程記錄指定 [記錄層級] (第3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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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一下 [下一步]。
將顯示摘要資訊。
14. 檢閱摘要資訊，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15. 選取所需的動作：
●

要現在執行或稍後再執行，請依次按一下 [儲存並執行一次]、[完成]。指定執行的時間和
日期。然後按一下 [執行]。審閱執行時間並按一下 [確定]。

●

若要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請按一下 [儲存並排程] 然後按一下 [完成]。然後，
選取頻率以及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然後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暫時關閉時間表，請選取 [關閉時間表] 核選方塊。若要檢視時間表狀態，請
參閱"管理已排程的活動"(第313頁)。

●

若要儲存而不進行排程或執行，請按一下 [僅儲存]，然後按一下 [完成]。
在執行匯入時，您具有選取升級報表規格的選項。如果選擇目前不升級部署規格，則您可
以稍後對其進行升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升級報表規格"(第346頁)。

在執行匯入後，您可以測試部署。還可以檢視匯入執行歷程記錄 (第314頁)。

修改既有匯入部署規格的步驟
1. 在目標環境中，開啟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內容管理]。
4.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您要修改的部署規格的 [性質] 按鈕

，然後按一下 [匯入] 標籤。

5. 根據需要修改部署選項。
提示：如果您要變更匯入目標位置，請按一下 [公共資料夾內容] 區段的 [目標名稱] 欄中匯入
名稱旁邊的 [編輯] 按鈕

，然後選擇所需的套件或資料夾。

6. 按一下 [確定]。
這會儲存選項，並且您可以現在或稍後執行匯入 (第344頁)。

執行匯入的步驟
1.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用選項執行] 按鈕

。

2. 按一下 [現在] 以立即執行匯入，或按一下 [稍後]，然後輸入要執行匯入的時間。
3. 如果您要升級報表規格，請按一下 [將所有報表規格升級至最新版本]。
您還可以將任務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並檢視已排程任務的清單。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時間表管理"(第319頁)。
現在，您可以測試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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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匯入整個 Content Store 時包括配置物件
匯入整個 Content Store 時，您可以包括配置物件。例如，您可能希望從來源環境中匯入配置，因
為您有一系列用於服務的進階設定。
依預設，既使匯出中包括配置物件，在匯入整個 Content Store 時也會排除這些配置物件。配置物
件包括 Dispatcher 和用於對 Dispatcher 進行分組的配置資料夾。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部署整個
Content Store 的衝突解決方案規則"(第336頁)。
我們建議您不要匯入配置物件。在從來源環境中匯入資料之前，應在目標環境中配置 Dispatcher。
如果必須匯入配置物件，則您應在匯入之前停止來源 Dispatcher 服務，或者在匯入之後在目標環境
中重新啟動 IBM® Cognos® 軟體。否則，Dispatcher 的狀態可能發生錯誤。如果要匯入配置物件，
則您必須為服務的簡短插斷做好準備。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3. 按一下所需的 Dispatcher。
4. 在 [Content Manager 服務] 旁，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在 [值] 欄中，按一下 [編輯。
7.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
8. 在顯示的 [參數] 欄中，以大寫鍵入以下內容：
CM.DEPLOYMENTINCLUDECONFIGURATION
9. 在 [值] 欄中，鍵入 true。
10. 按一下 [確定] 完成作業。

測試已部署的應用程式
在從部署檔案庫中匯入套件後，您可能要確認是否所有項目均已在目標環境中部署成功。
您可以透過以下方法測試部署
●

檢查部署的執行歷程記錄

●

確保已將正確的套件和資料夾與其內容一起匯入

●

確定匯入了資料來源、通訊群組清單和聯絡人以及 Cognos® 群組和角色

●

確認已匯入項目的權限

●

確保已匯入時間表

●

確保任何對重新命名套件參考均已更新

●

執行已匯入的報表和報表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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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報表規格
如果未在執行匯入精靈時升級報表規格，則您可以使用 [新報表升級] 精靈升級它們。
重要資訊：如果您安裝了可以建立、修改或儲存報表規格的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應用程式，
請勿升級報表規格。您必須先更新您的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應用程式，以符合 IBM® Cognos®
報表規格概要。否則，您的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應用程式可能將無法存取升級的報表規格。
如需有關升級報表規格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步驟
1. 以對 [內容管理] 功能具有執行權限的管理員身份登入 IBM Cognos Connection (第251頁)。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內容管理]。
4. 按一下工具列上 [新內容維護] 按鈕

上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新報表升級]

5. 為升級任務鍵入一個名稱，說明和螢幕提示 (如果需要)。按一下 [下一步]。
6. 為要升級的報表規格選取套件和位置。按一下 [下一步]。
如果透過套件升級報表規格，則 Content Store 中基於套件中的模型的所有報表都將升級。如果
您透過資料夾升級報表規格，則資料夾中的所有報表都將升級。
7. 選擇以下選項之一：
●

[儲存並執行一次] 會開啟 [用選項執行] 頁面。

●

[儲存並排程] 會開啟排程工具。

●

[僅儲存] 可讓您儲存升級，以便稍後執行。

部署人力任務和註解服務
與其他服務不同，人力任務服務和註解服務在 Content Store 中沒有內容，因此您必須對其單獨進
行部署。您可以透過執行批次檔案來對它們進行部署，這會從來源資料庫中擷取您的人力任務或
註解。然後您可以執行其他批次檔案以將它們安裝到目的地伺服器上。

步驟
1. 透過建立指向有效報表的任務選取，來在您的資料庫中建立任務資料。
如需有關建立使用者任務的說明，請參閱《IBM® Cognos® Event Studio 使用者指南》。如需有
關註解 (附註)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儀表板使用者指南》。
2. 在來源伺服器上，於 c10_location/bin 中開啟一個指令提示。
3. 執行檔案 htsDeployTool 及以下引數：
htsDeployTool -camUsernamecamUsername-camPasswordcamPassword-camNamespacecamNamespace
-exportFileexportFileName -passwordexportFilePassword

其中：
●

camUsername 是名稱環境的使用者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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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Password 是名稱環境的使用者密碼。

●

camNamespace 是名稱環境的名稱。

●

exportFileName 是要建立的匯出檔案的名稱，例如 HumanTaskExportFile1。

●

exportFilePassword 是匯出檔案的密碼。

將包含空格的引數包括在引號內。在特殊字元的前面加上反斜線。例如：
htsDeployTool -exportFile "jan\'s file" -password test2Password -camNamespace default
-camUsername myId -camPassword myPassword

若要允許匿名存取，請忽略 -cam 引數。
若要匯出註解，請新增引數 -persistenceUnit annotations。例如：
-camPassword <camPassword> -camNameSpace <camNamespace> -exportfile AnnotationExportFile1
-password <exportFilePassword> -persistenceUnit annotations.

4. 進行檢查，以確保在 c10_location/deployment 中建立了檔案 <exportFileName>.xml.gz。例如
HumanTaskExportFile1.xml.gz。複製該檔案。
5. 在目的地伺服器上，將檔案 <exportFileName>.xml.gz 貼到 c10_location/deployment 中。
6. 在目的地伺服器上，於 c10_location/bin 中開啟一個指令提示，然後執行檔案 htsDeployTool 及
以下引數：
htsDeployTool -camUsernamecamUsername camPassword-camNamespace camNamespace -importFile
importFileName -password importFilePassword

其中：
●

camUsername 是名稱環境的使用者名稱。

●

camPassword 是名稱環境的使用者密碼。

●

camNamespace 是名稱環境的名稱。

●

importFileName 是您在步驟 3 中建立的檔案之名稱。

●

importFilePassword 是您在步驟 3 中建立的檔案之密碼。

請參閱步驟 3 中的其他語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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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套件來分組用於報表的資料，以及定義與某個使用者群組相關的資料子集。例如，套
件可能包含與市場調查的行銷經理相關的資訊。然後，透過將套件公佈至入口網站可以將套件分
發給報表作者。執行報表時，結果取決於在套件中定義的資料來源。
管理員可以從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建立套件。資料塑模員可以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來
建立用於相似用途的模型。

使用套件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您可以使用管理其他項目的方式管理套件。例如，您可以將在資料
夾中組織套件、建立套件的捷徑以及隱藏、移動或複製套件。
您還可以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建立套件 (第350頁)，並檢視套件使用的資料來源 (第353頁)。
如果您是管理員，可以執行與套件相關的以下任務：
●

為 PowerCube (第351頁) 或 SAP BW 資料來源 ((第351頁)) 建立套件。

●

設定在 SAP BW 套件中使用的物件最大數目 (第353頁)。

●

配置或重新配置套件 (第354頁)。

●

為套件配置設定權限 (第354頁)。

●

移除套件配置 (第355頁)。

●

選取可以在套件中使用的資料來源 (第355頁)。

資料塑型
模型是一種資料結構，包含從一個或多個資料來源中匯入的資料。IBM Cognos 資料塑型員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來建立模型。
如需有關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建立模型和套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您也可以參考"資料樹狀目錄"(第349頁) 中關於資料樹狀目錄設定的資訊。
如需有關套件的設定物件功能的資訊，請參閱"物件功能"(第255頁)。

資料樹狀目錄
資料樹狀目錄可以包含許多階層層級和項目 (成員)。如果所有層級和成員都顯示，則資料樹狀目
錄可能很難使用。 將套件部署至 IBM® Cognos® 軟體(第327頁)後，您可以指定資料樹狀目錄在工作
室中的顯示方式。
設定不會影響模型。設定只會影響套件配置。開啟報表時，Studio 將取得套件的設定。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開啟 Analysis Studio 分析時，也會取得這些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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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目的

資料樹狀目
錄層級中的
預設成員限
制

在 Analysis Studio 中，指定在資料樹狀目錄的某個層級中一次顯示的成員數目。
例如，如果將此值設定為 10 並將最大成員數限制設定為 20，則 Analysis Studio 使
用者僅可以看到前十個成員，並且必須按一下 [更多] 才能看到接下來的十個成
員。此時，他們可以看到最大數目，然後必須搜尋特定成員。
如果資料樹狀目錄僅有 50 個成員，您可能希望將此值設定為 55 以便使用者不必
按一下連結即可查看所有成員。
預設值：20

資料樹狀目
錄層級中的
最大成員限
制

對於所有 Studio，指定在資料樹狀目錄的某個層級中顯示的成員最大數目。如果
某個成員未顯示在資料樹狀目錄中，則使用者可以搜尋該特定成員。
如果資料樹狀目錄很大，您可以將此值設定為較小的數字，以便使用者可以在搜
尋時較快地找到正在尋找的成員。
預設值：50

建立套件
您可以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為 SAP BW 和 PowerCube 資料來源建立套件 (第350頁)。套件列
示在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中，與您的其他項目列示在一起。您可以對套件執行您對其他
項目可以執行的相同功能類型。
如需有關控制哪些使用者可以使用功能建立套件的資訊，請參閱"設定項目特定的功 "(第250頁)。
如需有關套件的設定物件功能的資訊，請參閱"物件功能"(第255頁)。
您可以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建立和公佈套件。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建立套件
您可以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為 SAP BW 和 PowerCube 資料來源建立套件。
如果您是管理員，還可以從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建立套件。
若要執行此任務，您必須擁有 [自助式套件精靈] 功能"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的執行權限。對
於您想要在清單中顯示的所有資料來源，您必須為它們啟用自助式套件功能。如需說明，請參
閱"選取可以用於建立套件的資料來源"(第355頁)。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建立套件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然後於右上角按一下 [新
套件] 圖示。
請注意，套件的預設位置是 [我的資料夾]，即便您從 [公共資料夾] 標籤建立套件也是如此。
2. 選取您要在套件中使用的資料來源，然後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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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將顯示 [新套件精靈]。繼續執行步驟"建立 PowerCube 的套件"(第351頁) 或"為 SAP BW 建
立套件"(第351頁)。

從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建立套件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提示：如果您在"建立資料來源"(第196頁) 結束後建立套件，請直接執行步驟 3。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資料來源連結]。
3. 按一下資料來源旁邊的 [更多]，然後按一下 [建立套件]。
螢幕將顯示 [新套件精靈]。繼續執行步驟"建立 PowerCube 的套件"(第351頁) 或"為 SAP BW 建
立套件"(第351頁)。

建立 PowerCube 的套件
您必須先建立套件，然後才能在任何 IBM® Cognos® 工作室中使用 PowerCube 資料來源。
從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建立 PowerCube 資料來源 (第196頁) 時，您可以選擇使用新資料來源建
立套件。您還可以為既有的 PowerCube 資料來源建立套件。
附註：在從 Transformer 公佈 PowerCube 時，您也可以建立套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Transformer
User Guide》。您還可以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建立和公佈套件。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若要執行這些任務，您必須具有對資料來源連結安全特性的執行權限 "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步驟
1. 完成"建立套件"(第350頁) 中的步驟。
2. 輸入套件的名稱，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3. 選取您要使其對 IBM Cognos 工作室使用者可用的空值抑制選項：
●

[允許空抑制] 可啟用抑制。

●

[允許多邊抑制] 允許工作室使用者抑制多個邊緣上的值。

●

[允許存取抑制選項] 允許工作室使用者選擇將要抑制的值的類型，例如零值或遺漏值。依
預設，啟用抑制後將抑制所有空值。

4. 按一下 [完成]。

為 SAP BW 建立套件
您必須先建立套件，然後才能在任何 IBM® Cognos® 工作室中使用 SAP BW 資料來源。
從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建立 SAP BW 資料來源 (第196頁) 時，您可以選擇使用新資料來源建
立套件。您還可以為既有的 SAP BW 資料來源建立套件。
若要在建立 SAP BW 套件之後對其進行編輯，請參閱"編輯 SAP BW 套件的步驟"(第352頁)。
若要設定在 SAP BW 套件中使用的最大物件數，請參閱 (第353頁)
若要執行這些任務，您必須具有對資料來源連結安全特性的執行權限 "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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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設定在 SAP BW 套件中可以使用多少物件 (第353頁)。如需有關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建立
和公佈套件的資訊，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建立 SAP BW 套件的步驟
1. 完成"建立套件"(第350頁) 中的步驟。
2. 輸入套件的名稱，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3. 選取要包括在套件中的物件。
您可以選取的物件數有一定的限制。依預設，您可以選取最多 2 個 Cube 和 5 個資訊查詢。
4. 若要匯入包含雙結構的 SAP BW 查詢並使用 IBM Cognos 查詢中的結構來控制您的使用者可以
查看的資訊量及其順序，請按一下 [啟用 SAP BW 雙結構支援]。
如需有關雙結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5. 按一下 [下一步]。
6. 選取要包括在套件中的語言，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如果可能出現套件中可能不包含使用者的內容區域設置的情況，請選取用作預設區域設置的
[設計語言]。
7. 指定物件顯示名稱。
8. 若要使模型中的物件以它們在 Business Explorer Query Designer 中的相同方式組織，請按一下
[增強用於物件 SAP BW 組織的套件]。
9. 按一下 [完成]。
10. 出現 [已成功建立套件] 時，您具備兩個選項：
●

如果您想要編輯變數性質或重新選取套件中使用的中繼資料，請按一下 [結束此對話後，
編輯套件的 SAP BW 變數]。繼續執行步驟 11。

●

按一下 [關閉] 完成作業。

11. 如果存在套件的變數，則會顯示 [編輯 SAP BW 變數] 頁面。
按一下您要編輯的值，然後選取或鍵入新變數。
12. 按一下 [儲存]。

編輯 SAP BW 套件的步驟
1. 按一下套件旁邊的 [更多]，然後按一下 [編輯套件]。
2. 若要編輯套件變數，請按一下 [編輯變數]。按一下您要編輯的值，然後選取或鍵入新變數。
按一下 [確定]。
若要修改中繼資料選取，請按一下 [修改中繼資料選取]。返回至"建立 SAP BW 套件的步驟"(第352
頁) 中的步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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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在 SAP BW 套件中使用的最大物件數
您可以設定在建立 SAP BW 套件時可以包括的最大 Cube 和資訊查詢數。SAP BW 匯入花費的時間
越長，伺服器處理請求所需的時間越長，這對其他應用程式的效能有所影響。找到使用者通常所
需的 Cube 和資訊查詢數與對伺服器效能的潛在影響之間的平衡。
可以使用以下參數：
●

com.ibm.cognos.metadatauiservice.sap.maxcubes
可以在 SAP BW 套件中使用的最大 Cube 數。有效的設定是零和更大數目。 預設為 2。

●

com.ibm.cognos.metadatauiservice.sap.maxinfoqueries
可以在 SAP BW 套件中使用的最大資訊查詢數。有效的設定是零和更大數目。 預設為 5。

如需有關 SAP BW 資料來源和建立 SAP BW 套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來源與連線"(第173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服務]。
5. 按一下 [中繼資料]。
6. 按一下 [Metadata Service] 旁邊的箭頭以顯示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7.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8. 在 [進階設定] 旁邊，按一下 [編輯]。
9.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10.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名稱。
例如，鍵入 com.ibm.cognos.metadatauiservice.sap.maxCubes。
11. 在 [值] 欄中，鍵入設定的相關值。
12. 根據需要繼續鍵入設定名稱和值。
13. 按一下 [確定]。
14.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檢視套件使用的資料來源
您可以檢視套件使用的資料來源。
您只可以檢視在 [公共資料夾] 中而不是 [我的資料夾] 中的套件資料來源。
如果您想查看套件是否正對資料來源使用動態查詢模式，請查看套件的 [性質] 頁面。
您必須擁有套件的設定政策權限以及模型的橫貫和讀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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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擁有資料來源的讀取權限，則資料來源的本地化名稱會顯示與其相關聯的圖示。如果您沒
有資料來源的讀取權限，則會顯示 [不可用] 而不是名稱。
如果您擁有 Data Source Connection 功能並且套件中參照的資料來源不存在，則會預設顯示 [不可用]
的圖示並且在方擴號中顯示資料來源名稱。如果您沒有資料來源連結功能，則會顯示 [不可用] 而
不是名稱。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在 [公共資料夾] 中找到套件，然後按一下 [更多]。
3.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檢視套件 Data Source]。
在 [檢視此套件消耗的資料來源] 下會顯示套件的資料來源清單。

配置或重新配置套件
部署新套件後，將使用預設設定。您可以將新套件配置為使用不同的設定，也可以隨時修改既有
套件配置的設定。
您必須具有管理權限。您必須具有對套件的寫入和橫貫權限。若要修改套件配置，您還必須擁有
對套件配置的寫入權限 (第354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所需的套件。
2.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3. 按一下 [新套件配置] 或 [修改套件配置]。
4. 按一下 [選取分析]。
5. 選取建立新分析時要用於此套件的預設分析。
6. 按一下 [確定]。
7. 根據需要變更套件設定，然後按一下 [完成]。

設定套件配置的權限
若要修改套件配置，您必須具有對套件配置的寫入權限。如需有關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存取
權限和憑證"(第237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所需的套件。
2.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3. 按一下 [修改套件配置]。
4. 按一下 [權限] 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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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 [確定]。

移除套件配置
配置新套件後，您可以隨時移除該配置。您可以執行此作業來返回預設設定。
您必須擁有對套件的寫入和設定政策權限 (第354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所需的套件。
2.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3. 按一下 [移除套件配置]。
4. 按一下 [確定]。

選取可以用於建立套件的資料來源
您可以選取可以用於建立套件的資料來源。
您必須擁有管理權限，才能設定資料來源的性質。僅在您擁有對 [自助式套件精靈] 的執行權限
時，才能使用該精靈 (第251頁)。

步驟
1. 在資料來源旁邊，按一下 [性質]。
2. 按一下 [連線] 標籤，然後按一下 [允許個人套件]。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355

章節23：套件

356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24：管理使用者設定檔
使用者設定檔定義使用者可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存取的入口網站標籤，包括 [公共資料
夾] 和 [我的資料夾]。它們還指定使用者偏好設定，例如產品語言、偏好的報表輸出格式以及使用
者介面中使用的樣式。
使用者第一次登入 IBM Cognos 軟體時會建立使用者設定檔。該設定檔還可由管理員建立。最初，
設定檔以預設使用者設定檔為基礎。
您可以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對使用者設定檔執行以下任務：
●

編輯預設使用者設定檔(第357頁)

●

檢視或變更使用者設定檔 (第358頁)

●

刪除使用者設定檔 (第359頁)

●

複製使用者設定檔 (第359頁)

使用者可以檢視和變更與其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設定檔相關聯的偏好設定。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個人化入口網站"(第283頁)。
若要複製、編輯或刪除使用者設定檔，管理員必須對包含相應使用者的名稱環境具有寫入權限。
IBM Cognos 預先定義的角色 ([目錄管理員]) 沒有名稱環境 ([Cognos] 名稱環境除外) 的寫入權限。
[系統管理員] 必須授予 [目錄管理員] 寫入權限，以便他們可以管理名稱環境的使用者設定檔(第259
頁)。
若要管理使用者設定檔，您必須具有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第245頁) 所需的存取權限。
附註：使用者項目可在驗證提供程式中建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者、群組與角色"(第231
頁)。

編輯預設使用者設定檔
預設使用者設定檔定義在 [Cognos] 名稱環境中。其包含適用於所有新使用者的設定。您可以為您
的使用者編輯預設使用者設定檔，以將需要對單個使用者設定檔所做的變更的數目減至最小。
變更預設使用者設定檔後，其僅適用於第一次登入 IBM® Cognos® 軟體的使用者。其他使用者的既
有使用者設定檔則不受影響。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隱藏使用者帳戶偏好設定中參考的無法存取的標籤"(第561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3. 按一下 [Cognos] 名稱環境。
4.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編輯設使用者設定檔] 按鈕

。

5. 設定預設使用者設定檔，然後按一下 [確定]。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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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第一次登入 IBM Cognos 軟的使用者都將自動繼承這些設定，但稍後可對其進行變更。

檢視或變更使用者設定檔
您可以檢視或變更使用者設定檔。您還可以刪除使用者設定檔中的特定項目，例如，[我的資料
夾](第280頁)或頁面(第289頁)的內容。這在以下情況中可能非常有用：
●

使用者的 [我的資料夾] 或頁面中的內容佔用了大量空間，因此效能受到影響。您想要刪除部
分或全部內容。

●

在刪除使用者設定檔之前，您要對其進行檢視，以確保不會將任何重要內容刪除。

如果某使用者已在驗證提供程式中刪除，則該使用者將不再顯示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並且您
將無法變更其使用者設定檔。
您僅能查看至少登入過一次的使用者的設定檔。使用者登入後，會在 [已修改] 欄中顯示日期。
若要檢視使用者設定檔、刪除內容或變更內容，您必須對使用者帳戶以及任何其他必須使用 [公共
資料夾] 的資料夾具有遍訪權限。您還必須對您要刪除的項目以及該項目的母項具有寫入權限。
您可以變更個別使用者的使用者設定檔，但不可以變更群組或角色的使用者設定檔。

檢視或變更使用者設定檔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3. 按一下包含使用者的名稱環境。
4. 找到您要檢視或變更其偏好設定的使用者。您可以使用 [搜尋] 功能尋找使用者 (第281頁)。
5.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6. 按一下 [設定偏好設定]。
7. 按一下其他標籤以檢視或變更設定。
8. 按一下 [取消] 以不進行任何變更即離開，或進行變更，然後按一下 [確定]。

刪除內容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3. 選取包含使用者的名稱環境。
4. 找到該使用者。
您可以使用 [搜尋] 功能尋找使用者 (第281頁)。
5. 在 [名稱] 欄中，按一下使用者名稱。
提示：如果使用者名稱不是連結，則說明未建立使用者設定檔。若要建立設定檔，請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建立此使用者的設定檔] 按鈕
將顯示該使用者的資料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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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某個資料夾以查看其內容。
7. 按一下您要從資料夾中刪除的項目，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刪除] 按鈕。
您無法刪除資料夾本身。

刪除使用者定檔
您可以從 Content Store 中刪除使用者設定檔。刪除驗證提供程式中的使用者時，您可能首先要刪
除 Content Store 中的使用者設定檔，以使其不再佔用儲存空間。
您應該先從 IBM® Cognos® 軟體中刪除使用者設定檔，然後再從相關聯的名稱環境中刪除使用者。
刪除使用者後，使用者資訊將不再出現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並且您將無法管理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的使用者設定檔。
如果已將使用者帳戶從相關聯的名稱環境中刪除，您可以使用 Content Store 維護 (第138頁) 來尋找
所有相關聯的使用者帳戶資訊，並選擇從 IBM Cognos 軟體中刪除這些資訊。
如果其使用者設定檔已被刪除的使用者登入，將使用預設值建立一個帳戶。 如果在刪除相關聯的
使用者設定檔時該使用者已登入，則使用者的通行證將過期並會顯示登入頁面。
在刪除使用者設定檔之前，您可能想檢視其內容(第358頁)以確保不會將重要內容刪除。
您只能處理至少登入過一次的使用者的設定檔。使用者登入時，會在 [已修改] 欄中顯示日期，並
且使用者名稱會變更為連結。
若要刪除使用者設定檔，您必須對母物件具有寫入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3. 按一下包含使用者的名稱環境。
4. 找到您要刪除其使用者設定檔的使用者。您可以使用 [搜尋] 功能尋找使用者 (第281頁)。
5.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6. 按一下 [刪除此使用者的設定檔]。
7. 按一下 [確定]。

複製使用者設定檔
您可能想複製使用者設定檔。這在以下情況中非常有用：
●

使用者變更了名稱，並且您要以新名稱設定帳戶。

●

使用者移至其他名稱環境或者您的組織變更了名稱環境，並且您必須設定新帳戶。

●

您要建立多個相似的新使用者帳戶。

如果您打算在驗證提供程式中刪除來源使用者，請先複製使用者帳戶資訊，然後再將其刪除。刪
除該使用者後，其將不再顯示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並且您將無法複製該使用者的帳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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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能處理至少登入過一次的使用者的設定檔。使用者登入時，會在 [已修改] 欄中顯示日期，並
且使用者名稱會變更為連結。
若要複製使用者設定檔，您必須對來源使用者和目標使用者的名稱環境均具有寫入權限。
附註：複製使用者設定檔時，不會複製信任的憑證。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3. 按一下包含來源使用者 (您要從其進行複製的使用者) 的名稱環境。
提示：您僅能選取對其具有寫入存取權限的名稱環境
4. 找到該來源使用者。您可以使用 [搜尋] 功能尋找使用者 (第281頁)。
5.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6. 在 [執行動作] 頁面中，按一下 [複製此使用者的設定檔]。
7. 在 [複製使用者設定檔] 頁面中，按一下 [選取目標使用者]，然後進行瀏覽以找到目標使用者。
8. 選取目標使用者後，在 [複製使用者設定檔] 頁面中，選取您要複製的一個或多個以下設定檔
設定：[偏好設定]、[入網站標籤和個人資料夾內容] 或 [個人資料夾內容]。
9. 如果需要，選取 [在複製完成後刪除來源使用者設定檔] 核選方塊。
10. 按一下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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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Office 使用者可以使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將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報表中的資料匯入到活頁簿、簡報和文件中，然後再將活頁簿、簡報和文件公佈至 IBM Cognos 入
口網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使用者指南》和《IBM Cognos
Analysis for Microsoft Excel®使用者指南》。這樣 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就可以下載活頁簿、
簡報和文件，以在建立它們的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中進行檢視或編輯。
附註：在 IBM Cognos BI 中公佈 Microsoft Office 活頁簿和簡報的唯一途徑是使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或 IBM Cognos Analysis。
您必須先將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和 IBM Cognos Analysis 用戶端部署到使用者的工作站，
然後使用者才能將 IBM Cognos BI 資料匯入 Microsoft Office 文件或將這些文件公佈至 IBM Cognos
入口網站。

部署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用戶端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可與 IBM Cognos BI 元件一起安裝。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BI 後，
即可在用戶端工作站上部署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部署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時，請使用所提供的安裝程式可執行檔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和支援檔案，然後再根據需要配置安全性。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用戶端僅提供 32 位元安裝。它必須安裝在 32 位元的 Windows® 電腦
上。

將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部署到用戶端電腦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使用 Microsoft .NET Framework，以便使用者可以基於伺服器的元件
進行交互。安裝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時，安裝程式檔案會下載並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及所需更新。所有使用者的電腦上都必須執行安裝檔案。
如需有關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支援版本的清單，請造訪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
中心) (http://www.ibm.com/software/data/cognos/customercenter/)。
請使用以下檢查清單引導完成部署程序：
❑

安裝 .NET Framework 和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如需有關安裝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安裝指南》。

❑

如果需要，請設定 Microsoft Office XP 的巨集安全性層級。

❑

如果需要，請安裝安全通訊端層支援的 CA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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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Microsoft Office XP 的巨集安全性層級
如果使用 Microsoft® Office XP 應用程式執行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您必須將巨集安全
性層級設定為適當的層級。Microsoft Office Excel、Microsoft Office Word 和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都必須做此設定。

步驟
1. 開啟 Microsoft Office XP 應用程式。
2. 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巨集]，然後再按一下 [安全性]。
3. 選擇是否要變更安全性層級或受信任的發行者。
●

在 [安全性層級] 標籤上按一下 [中] 或 [低]，然後再按一下 [確定]。

●

在 [受信任的發行者] 標籤上選取 [信任所有已安裝的增益集及範本]，然後再按一下 [確
定]。

為 Series 7 PowerPlay 的 HTTPS 介面安裝 CA 憑證
如果您的環境包括 IBM® Cognos® Series7 PowerPlay® Enterprise Server，並且您使用 HTTPS (https://) 介
面存取 Series 7 PowerPlay，則必須安裝由憑證機構 (CA) 頒發的憑證。CA 憑證是安全通訊端層 (SSL)
支援的必要元件。

步驟
1. 從管理員擷取 CA 憑證。
該檔案具有 .cer 副檔名。
2. 按兩下 .cer 檔案，按一下 [安裝憑證]，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3. 按一下 [將所有憑證放在以下儲存庫中]。
4. 依次按一下 [瀏覽]、[信任的根認證機構]，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5. 按一下 [Finish]。

下載 Microsoft Office 文件
如果使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或 IBM Cognos Analysis for Microsoft Excel® 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公佈了某個 Microsoft® Office 文件，則可以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下載該
文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使用者指南》和《IBM Cognos Analysis
for Microsoft Excel 使用者指南》。
您可以下載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試算表軟體、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和 Microsoft Office Word
中建立的文件。對所有 Microsoft Office 文件的預設動作均為下載。
您必須具有讀取和遍訪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 Microsoft Offic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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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要開啟的文件。
2. 在要下載的文件右側的動作工具列上，按一下 [更多]。
將開啟 IBM Cognos Connection 動作頁面。
3. 下載 Microsoft Office 文件：
●

對於 Microsoft Office 活頁簿，請按一下 [檢視 Excel 中的最新文件] 物件

。

●

對於 Microsoft Office 簡報，請按一下 [檢視 PowerPoint 中的最新文件] 物件

●

對於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件中，請按一下 [檢視 Word 中的最新文件] 物件

●

對於未知類型的 Microsoft Office 文件，請按一下 [檢視最新文件] 物件

。
。

。

將顯示 [檔案下載] 對話方塊。
4. 按一下 [開啟] 或 [儲存]，按照顯示的提示進行作業。
開啟文件時，該文件將在建立它的應用程式中開啟。
現在，您可以執行與要對所選類型的任何 Microsoft Office 文件執行的動作相同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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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26：報表和 Cube
您可以使用報表、Cube 和文件分析資料並協助您作出明智而及時的決定。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可將報表和 Cube 公佈至入口網站，以確保組織中的每個人在需要時均可獲得準確
且相關的資訊。

Query Studio 和 Report Studio 報表
通常，對於 Query Studio 和 Report Studio 報表，您的資料塑型員將從公司資料的子集建立模型。然
後這些模型會作為套件在 IBM Cognos BI 中公佈。您的管理員還可以根據相關的資料來源建立套
件，並且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套件。如需有關套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套
件"(第349頁)。
Query Studio 和 Report Studio 使用者可以基於這些套件建立報表並在 IBM Cognos BI 中公佈報表。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將 Query Studio 報表稱為查詢，將 Report Studio 報表稱為報表。
OLAP 來源不需要其他塑型。

Analysis Studio 報表和 Cube
Analysis Studio 管理員可以在 IBM Cognos BI 中公佈 Analysis Studio 報表和 Cube。Analysis Studio 使
用者可以建立報表並在 IBM Cognos BI 中公佈報表。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將 Analysis Studio
報表稱為分析。

使用報表和 Cube
報表可以指定義要包含在報表中的資訊的規格，或結果本身。對於 Report Studio 和 Query Studio，
報表規格可以具有已儲存的結果，或者您可以執行報表以生成新的結果。對於 Analysis Studio，報
表始終針對 Cube 中最新的資料執行。
將報表公佈至入口網站之後，您可以檢視、執行或開啟報表 (第366頁)，也可以檢視報表輸出版本
(第382頁)。您還可以以各種格式檢視報表 (第375頁)。
您可以透過儲存報表、以電子郵件傳送報表、將報表傳送至您的行動裝置、列印報表或者快速寄
發報表來分發它們 (第391頁)。您還可以設定目前執行的執行選項 (第368頁)，並設定目前執行的進
階執行選項 (第368頁)。
您可以使用 Query Studio 來建立特定報表，或者可以使用 Report Studio 來定義您報表的版面、樣式
和提示 (第372頁)。您還可以建立 Analysis Studio 報表 (分析)。
您可以排程報表以在稍後執行或定期執行。您可以將報表排程為工作的一部分或基於觸發器。您
可以檢視報表的執行歷程記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項目的執行歷程記錄"(第314頁)。您
還可以在代理程式(第401頁)中包含報表。
您可以將自己新增至報表的提示清單，以便在建立報表的新版本時提示您 (第383頁)。您還可以在
已儲存的 HTML 報表輸出中指定監視規則，以便在發生滿足監視規則指定的事件時提示您 (第384
頁)。
您可以關閉基於選取的功能 (第389頁)，例如向上逐層分析、向下逐層分析和逐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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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貨幣
使用不同貨幣計算值時，會產生混合貨幣值。在使用 OLAP 資料來源時，混合貨幣值將使用星號
(*) 作為測量單位。

殘障人士的可存取性
我們致力於幫助身體有殘疾的使用者，並升級使工作空間和技術可存取的主動程式。IBM Cognos
BI 將提供可存取報表讀取解決方案。此解決方案讓殘障使用者和使用輔助技術的使用者能夠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存取和顯示報表。

Series7 報表和 Cube
如需有關在 IBM Cognos BI 中使用 Series 7 報表和 Cube 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
的 Series7 報表"(第396頁)。

IBM Cognos 作用中報表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建立作用中報表。 IBM Cognos 作用中報表是一種報表輸出
類型，可提供高度交互且易於使用的可管理報表。 作用中報表專為業務使用者建置，使他們能夠
瀏覽自己的資料並得出其他見解。
作用中報表使得商業智慧更易於臨時使用者使用。 報表編寫員針對使用者的需求建置報表，從而
保持使用者體驗的簡單性和吸引力。 作用中報表可供離線的使用者取用，從而成為遠端使用者
(如銷售人員) 的理想解決方案。
作用中報表是對傳統 IBM Cognos 報表的擴展。 您可以透過新增交互式行為來利用既有的報表並
將其轉換為作用中報表，從而為最終使用者提供一個易於取用的介面。
就像既有的 IBM Cognos 報表一樣，您可以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執行作用中報表，以及進行排
程並將其快速寄發給使用者。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檢視、執行或開啟報表
您可以在編寫工具中檢視報表的最新執行、執行報表或開啟報表。預設動作為檢視報表的最新執
行，但您可以選取希望執行的預設動作 (第367頁)。
當您以匯出格式 (例如 PDF、帶分隔符號的文字 [CSV]、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 [XLS]) 執行報
表時，將使用 IBM® Cognos® 報表名稱作為匯出檔案的名稱。
您必須擁有執行權限才能執行報表。必須擁有包含報表的資料夾的讀取權限和遍訪權限。
系統可能會要求您輸入您的資料來源憑證。如需有關資料來源憑證的資訊，請參閱"信任的憑
證"(第242頁)。

步驟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所需的報表。
如需有關使用 PowerPlay® Web Explor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PowerPlay Web User Guide》。
如需有關使用 Analysis Studio 的資訊，請參閱《Analysis Studio 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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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預設報表選項
您可以將以下動作之一設定為執行報表時的預設動作 (第366頁)：
●

檢視或執行以前未執行的最新報表 (預設)

●

執行報表

●

在用於建立報表的編寫工具 (Query Studio、Report Studio 或 Analysis Studio) 中開啟報表

您可以設定預設報表選項，例如格式和語言。您還可以設定預設以提示輸入值 (第379頁) 並作為所
有人執行。如需有關性質的資訊，請參閱"項目性質"(第268頁)。
您必須擁有報表的執行權限。必須擁有包含報表的資料夾的讀取權限和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報表右側 [動作] 工具列上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2. 按一下 Report Studio 報表的 [報表] 標籤、Query Studio 報表的 [查詢] 標籤，或 Analysis Studio
報表的 [分析] 標籤。
3. 在 [預設動作] 下，選取執行報表時的預設動作。
4. 如果要覆蓋報表選項，請於 [報表選項] 下，按一下 [覆蓋預設值] 核選方塊。
您可以變更某些選項或全部選項，例如格式、語言和協助工具支援。
如需有關設定進階 PDF 選項的資訊，請參閱"為報表設定進階 PDF 選項"(第371頁)。
5. 如果您要提示輸入值以便在報表中篩選資料，請在 [提示值] 下按一下選取 [提示輸入值] 核選
方塊。
附註：如果報表規格或模型包括提示，或您擁有存取多個資料來源連結或登入的權限，則將
提示您輸入值。
6. 如果您希望使用所有人憑證執行報表，請按一下 [作為所有人執行] 下列示的所有人旁邊的核
選方塊。
7. 若要設定其他報表選項，請按一下 [進階選項]。
●

在 [HTML 報表中每個 Web 頁面的列數] 下，按一下您希望的列數。

●

若要在透過 IBM Cognos Viewer 檢視報表時允許某些功能，例如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
分析、逐層分析、IBM Cognos Search、監視規則和代理程式通知，請選取 [在 HTML 報表
中啟用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

●

如果要允許建立其他輸出格式的輸出，以便可以評估監視規則並將已儲存的輸出版本匯入
到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請選取 [在已儲存的輸出版本中啟用增強的使用者
功能]。

●

如果您希望使用者在產生新報表輸出時收到提示，請選取 [啟用關於新版本的提示]。

●

若要為報表快取資料建立到期日期，請選取 [天] 或 [月]，並在 [快取持續時間] 下鍵入相
應的數字。僅當無快取資料或快取資料到期時，才會建立報表快取資料。

8.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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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目前執行的報表選項
您可以為目前執行的報表設定以下選項：
●

報表輸出格式 (第375頁)

●

語言 (第377頁)

●

傳送方式 (第391頁)

●

提示輸入值 (第379頁)

這些選項可覆蓋以前執行的報表的預設。
提示：您還可以透過按一下報表旁邊的 [更多]，然後按 [清除快取] 來強制資料庫存取。
您可以變更報表的預設執行選項 (第367頁)
如果您在報表執行時變更傳送方式，則將取消執行作業。將使用您選取的新傳送方式重新執行報
表。對於大報表，這可能會十分耗時。若要節省時間，請在執行報表前指定傳送方式。
若要指定報表執行的時間、選擇其他格式或多種語言或使用其他傳送方式，請使用進階執行選項
(第368頁)。
必須擁有您要嘗試執行的報表的執行權限。必須擁有包含報表的資料夾的讀取權限和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您要執行的報表右側的 [動作] 工具列上，按一下 [用選項執
行] 按鈕

。

2. 在 [格式] 下，按一下要用於報表輸出的格式。
3. 在 [協助工具] 下，選取 [啟用協助工具支援] 來建立可存取報表輸出。
4. 在 [語言] 下，按一下您要用於報表輸出的語言。
5. 在 [傳送] 下，選擇立即檢視報表、儲存報表、列印報表或將報表傳送至行動裝置。
6. 如果選擇列印，請按一下 [選取印表機]，並按一下您要使用的印表機旁邊的按鈕，然後按一
下 [確定]。如果未列出該印表機，您可以鍵入印表機資訊。
提示：如果您具有管理員權限並想設定欄印表機以供將來使用，請按一下 [新印表機]。您必
須使用 \\server_name\printer_name 格式 (對於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安裝的網路印表
機) 和 printer_name 格式 (對於在 UNIX® 作業系統中安裝的印表機或本端印表機) 鍵入印表機的
網路位址。
7. 如果您要提示輸入值以在報表中篩選資料，請在 [提示值] 下按一下 [提示輸入值] 核選方塊。
如果報表規格或模型包括提示，或您擁有存取多個資料來源連結或登入的權限，則將提示您
輸入值。
8. 按一下 [執行]。

設定目前執行的進階報表選項
您可以為目前執行的報表指定以下進階執行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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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表應該執行的時間

●

多種報表輸出格式 (如果選擇稍後執行報表) 和用於 HTML 和 PDF 的其他格式選項 (第375頁)

●

一種或多種語言 (第377頁)

●

協助工具支援 (第380頁)

●

一種或多種傳送方式 (第391頁)

●

提示輸入值 (第379頁)

●

快速寄發報表 (第391頁)

如果您稍後執行報表，選取多種報表格式或語言，選取儲存、列印報表或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表，
將報表傳送至行動裝置或快速寄發報表，則報表會在背景執行。如果您設定偏好設定以顯示執行
選項彙總(第283頁)，則彙總會在報表未交互執行的任何時間顯示。
報表在背景中執行。完成後，會在 [動作] 工具列上報表的旁邊顯示 [輸出版本] 按鈕。
提示：按一下 [輸出版本] 按鈕
本"(第382頁)。

可檢視所選格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報表輸出版

預設選項由報表編寫員設定。您可以變更報表的預設執行選項"設定預設報表選項"(第367頁)。
如果您選擇儲存、列印報表或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表，則可以選擇多種格式。如果您選擇稍後執
行報表，則傳送選項將自動變更為儲存。如需有關儲存報表輸出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儲存報表輸
出"(第379頁)。
必須擁有您要嘗試執行的報表的執行權限。必須擁有包含報表的資料夾的讀取權限和遍訪權限。
您需要適當的權限才能設定進階執行選項。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您要執行的報表右側的 [動作] 工具列上，按一下 [用選項執
行] 按鈕

。

2. 按一下 [進階選項]。
3. 在 [時間和模式] 下，按一下 [在背景中執行]，然後按一下 [現在] 或 [稍後]。如果您指定 [稍
後]，則設定執行報表的日期和時間。
4. 在 [格式] 下，按一下要用於報表輸出的格式。
●

依預設，已選取 [啟用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 核選方塊。如需有關取消選取此選項的資訊，
請參閱"關閉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第389頁)。

5. 在 [協助工具] 下，選取 [啟用協助工具支援] 來建立可存取報表輸出。
6. 如果您要為報表選取其他語言，請在 [語言] 下，按一下 [選取語言]，並使用箭頭鍵將可用的
語言移至 [選取的語言] 方塊中，然後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選取多種語言，請使用 Ctrl 鍵或使用 Shift 鍵。
7. 在 [傳送] 下，選擇所需的傳送方式：
●

如果您排程報表在以後執行，請選取多種格式或語言，或快速寄發報表。您無法立即檢視
報表。選取其他傳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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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選擇列印，請按一下 [選取印表機]。按一下您要使用的印表機旁邊的按鈕，然後按
一下 [確定]。或者，如果未列出該印表機，您可以鍵入印表機資訊。

●

如果選擇透過報表視圖儲存，則可以變更報表視圖的名稱或目標資料夾。按一下 [編輯另
存選項]，進行變更，然後按一下 [確定]。

●

如果選擇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表，請繼續執行步驟 7。
提示：如果您具有管理員權限並想設定欄印表機以供將來使用，請按一下 [新印表機]。您
必須使用 \\server_name\printer_name 格式 (對於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安裝的網
路印表機) 和 printer_name 格式 (對於在 UNIX 作業系統中安裝的印表機或本端印表機) 鍵
入印表機的網路位址。

●

如果選擇將報表傳送至行動裝置，請輸入 [行動裝置 ID]。

8. 如果您選取 [以電子郵件傳送報表]，請按一下 [編輯電子郵件選項]，然後設定下列選項：
●

若要顯示密件副本欄位，請按一下 [顯示密件副本]。

●

若要選擇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收件者，請按一下 [選取收件者]。選取要包括姓
名旁邊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收件者]、[副本] 或 [密件副本]。您選取的項目會在 [所
選項目] 下列出。
提示：若要選取清單中的所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若要從 [所選項目]
中移除姓名，請選取該姓名旁邊的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移除]。若要進行搜尋，請按一
下 [搜尋]。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您要搜尋的片語。要獲得進階搜尋功能，請按一
下 [編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搜尋項目"(第281頁)。
完成後，按一下 [確定]。

●

若要向其他收件者傳送電子郵件，請在 [收件人:]，[副本] 或 [密件副本] 方塊中鍵入電子
郵件位址，並以分號 (;) 分隔。
提示：如果您已登入，則您的姓名會自動顯示在 [收件者] 清單方塊中。

●

在 [主旨] 下，鍵入電子郵件的主旨。

●

在 [本文] 下，鍵入要包括在電子郵件中的訊息。
提示：依預設，電子郵件的本文為 HTML 格式，該格式提供了進階編輯功能，例如字型
類型和大小、文字顏色、文字格式和對齊、數字和項目符號、縮排以及表格。若要使用文
字，請按一下 [變更為純文字]。
附註：若要從外部來源插入 HTML 格式，您必須在網頁瀏覽器中檢視文字，然後將轉譯
的 HTML 複製和貼至電子郵件本文。如果在電子郵件本文中手動鍵入 HTML 文字，則系
統會將標記視為純文字。出於安全性原因，電子郵件選項對話方塊僅接受有限的一組
HTML 元素和屬性。 如果驗證概要不接受您貼上的 HTML，則您可能會收到以下錯誤訊
息：The "VALIDATE" transform instruction could not validate the given XML content.

●

若要包含至報表的超連結，請選取 [含入報表連結] 核選方塊。若要將報表加入為附件，
請選取 [附上報表] 核選方塊。

●

按一下 [確定]。
您可以阻止使用者包含附件。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電子郵件中關閉報表附件"(第5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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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希望系統提示您輸入值以便在報表中篩選資料，請在 [提示值] 下選取 [提示輸入值] 核選方
塊。
如果您稍後執行報表，則會在報表執行時儲存並使用您提供的提示值。
附註：僅在報表規格或模型包括提示，或您擁有存取多個資料來源連結或登入的權限時，才
會提示您輸入值，即使已選取 [提示輸入值] 核選方塊。
10. 在 [快速寄發] 下，指定是否要快速寄發報表。
僅在報表編寫員在報表中定義了通用鍵後，此選項才可用。
11. 按一下 [執行]。

為報表設定進階 PDF 選項
使用進階 PDF 選項，您可以控制對 PDF 報表輸出和報表內容的存取。
必須擁有報表的管理員權限才能使用進階選項。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您要執行的報表右側的 [動作] 工具列上，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2. 按一下 Report Studio 報表的 [報表] 標籤、Query Studio 報表的 [查詢] 標籤，或 Analysis Studio
報表的 [分析] 標籤。
3. 按一下 [覆蓋預設值] 核選方塊。
4. 在 [PDF 選項] 下，按一下 [設定]。
5. 在 [設定 PDF 選項] 頁面中，選取要用於報表的 PDF 性質，並按一下 [確定]。

性質

說明

方向

指定報表方向為直向還是橫向

紙張大小

指定紙張大小，例如 legal (接近於 A3) 或 letter (接近於 A4)

需要密碼開啟報表

指定密碼以開啟報表

需要密碼存取選項

指定密碼以存取報表選項，例如是否允許列印、修改報表內容以及複製
文字

執行報表時，會套用 PDF 設定。例如，如果您指定了要開啟報表的密碼，則使用者在檢視報表內
容前必須輸入密碼。
現在，您可以針對 UNIX® 和 Linux® 伺服器平台自訂 PDF 格式的列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為
UNIX 和 Linux 平台自訂伺服器端的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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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報表
您可以建立報表以分析資料並回答與業務相關的特定問題。
使用 Query Studio 以透過建立即席報表直觀瀏覽資料。Report Studio 是全面的報表編寫環境。透過
為每個報表指定查詢和版面來使用它建立耗時巨大的高度交互且精密的生產報表。將 Analysis Studio
用於分析。
對報表編寫工具的存取由為您的登入定義的功能控制。如果您需要存取報表編寫工具，但位於頂
部瀏覽列上的連結無法使用，請與您的系統管理員聯絡。
既有報表可能包含您所需的大部分資訊，但您可能需要新的提示值或對版面或樣式進行變更。如
果您不想建立新報表，則可以建立報表檢視以滿足您的要求 (第373頁)。
如需有關使用 Studio 的說明，請參閱以下指南：
●

Query Studio 使用者指南

●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

IBM Cognos Analysis Studio 使用者指南

建立報表之前，請確認包含報表資料的套件在入口網站中可用。如果您沒有存取套件的權限，請
與您的管理員聯絡。
提示：可透過套件圖示

識別套件。

您必須擁有要在其中儲存新報表的資料夾的寫入權限和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選擇是要建立簡單報表還是建立複雜報表：
●

若要建立簡單的報表，請在右上角按一下 [Query Studio] 連結

。

●

若要建立複雜報表，請在右上角按一下 [Report Studio] 連結

●

若要建立 Analysis Studio 報表，請在右上角按一下 [Analysis Studio] 連結

。
。

2. 如果顯示 [選取套件] 對話方塊，請執行以下其中一項作業，以選取要包含在報表中使用的資
料套件。
●

在 [最近使用的套件] 清單中，按一下套件。

●

在 [所有套件的清單] 清單中，瀏覽至套件並按一下它。

不使用實際資料建立 Query Studio 報表
您可以在不存取最終在報表中使用的資料的情況下建立報表。 Query Studio 的預覽模式使您可以建
立或修改報表，而不需要從資料庫中擷取實際資料。相反，將顯示模擬資料。
如需有關使用預覽模式的資訊，請參閱《Query Studio 使用者指南》。
您可以使用 Query Studio 預設的預覽模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以預覽模式啟動 Query
Studio"(第5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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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報表視圖
您可以建立報表檢視，它使用與來源報表相同的報表規格，但具有不同的性質，例如提示值 (第379
頁)、時間表、傳送方式、執行選項、語言 (第377頁) 以及輸出格式 (第375頁)。
建立報表視圖不會變更原始報表。您可以透過檢視報表視圖的性質來確定報表視圖的來源報表。
報表視圖性質還會提供至來源報表性質的連結。
如果來源報表移動至其他位置，不會破壞報表視圖連結。如果刪除來源報表，報表檢視圖示會變
更為指示連結中斷

，並且至來源報表的性質連結也會被移除。

如果您要將通用報表用作其他報表的基礎結構，請製作報表的副本(第275頁)。如果您希望報表顯
示在多個位置，請建立捷徑 (第266頁)。
若要建立報表視圖，則必須擁有原始報表的執行權限或讀取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您要用來建立報表視圖的報表。
2. 在 [動作] 下，按一下報表旁邊的 [報表檢視] 按鈕

。

3. 在 [名稱] 方塊中，鍵入項目的名稱。
4. 如果需要，可以在 [說明] 和 [螢幕提示] 方塊中，鍵入項目的說明。
當您將偏好設定設為使用明細檢視時，該說明將顯示在入口網站中(第283頁)。當您將指標懸
停在入口網站中該項目的圖示上時，將顯示螢幕提示 (最多 100 個字元)。
5. 如果您不想使用顯示在 [位置] 下的目標資料夾，請按一下 [選取其他位置]，然後選取目標資
料夾並按一下 [確定]。
6. 按一下 [完成]。
在入口網站中，可透過 [報表檢視] 圖示

識別報表檢視項目。

報表視圖與原始項目具有相同的執行選項和性質。若要變更報表視圖的預設性質，請參閱"設定預
設報表選項"(第367頁)。如需有關性質的資訊，請參閱"項目性質"(第268頁)。

檢視資料項目的譜系資訊
譜系資訊透過套件和套件所使用的資料來源來回溯追蹤 HTML 報表或報表檢視中資料項目的中繼
資料。譜系還會顯示任何由報表作者新增的資料項目篩選器，或在資料模型中定義的資料項目篩
選器。例如，您可以按一下交叉資料表中的某個儲存格來查看儲存格值的計算方式。
您可以在 [業務視圖] 或 [技術檢視] 中檢視資料項目的譜系。
業務視圖顯示了高級文字資訊，該資訊說明和介紹了資料項目及其所來自的套件。該資訊可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Framework Manager 模型中獲得。
技術視圖顯示了所選資料項目的譜系的圖形表示。譜系從套件追蹤資料項目，直到套件使用的資
料來源。當您按一下項目時，其性質會顯示在頁面的底部。如果按一下 [套件] 區域的某個項目，
則您會看到該項目的模型性質。如果按一下 [資料來源] 區域的某個項目，則您會看到該項目的資
料來源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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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動裝置執行報表時，您無法檢視譜系資訊。
您可以將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配置為使用產品隨附的預設譜系解決方案，或使用自訂
譜系解決方案。也支援 IBM InfoSphere™ Metadata Workbench。
若要存取報表中的譜系資訊，管理員必須配置譜系解決方案、啟用 [譜系] 功能，並授予您報表的
讀取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配置譜系解決方案"(第167頁)、"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和"物件功能"(第255
頁)。

IBM Cognos 譜系和向下逐層分析動作
IBM Cognos 譜系解決方案能夠顯示報表最高層級的譜系。對報表進行向下逐層分析後譜系不變。
用於啟動譜系的選取內容可能會受到向下逐層分析動作的影響，因此建議您對報表執行向下逐層
分析前總是在報表的最高層級上啟動譜系。否則可能無法正常啟動譜系。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開啟 HTML 報表或報表檢視。
2. 在所需資料項目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譜系]。
將顯示譜系視圖。

存取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
如果已在使用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則可以從 IBM Cognos® Viewer 存取該詞彙，也可
以從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 和 Analysis Studio 中的中繼資料樹狀目錄存取該詞彙。
您必須擁有 Glossary 功能的權限，並於管理員配置 Glossary URI 後，才能存取 Glossary。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物件功能"(第255頁) 和"配置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 URI"(第168頁)。

適用於 IBM Cognos Viewer 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開啟 HTML 報表或報表檢視。
2. 在所需資料項目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Glossary]。

編輯報表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編寫工具來編輯既有報表。您可能希望變更報表版
面、樣式或字型。由於對資料的變更，可能需要更新報表或新增語言支援。
如果報表是在 Report Studio 中建立的，則您可以在 Report Studio 中編輯該報表。如果報表是在 Query
Studio 中建立的，您可以在 Query Studio 或 Report Studio 中編輯該報表。如果您在 Report Studio 中
編輯 Query Studio 報表，則將無法返回報表並且無法在 Query Studio 中編輯該報表。如需有關修改
報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和《Query Studio 使用者指南》。
如果報表是在 Analysis Studio 中建立的，則可以在 Analysis Studio 或 Report Studio 中編輯該報表。
如果您在 Report Studio 中編輯 Analysis Studio 報表，則無法返回該報表並且無法在 Analysis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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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編輯該報表。如需有關修改 Analysis Studio 報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和《Analysis Studio 使用者指南》。
根據報表是 Query Studio 報表
鈕會有所不同。

、Report Studio 報表

還是 Analysis Studio 報表

，編輯按

編輯報表可修改報表規格，以便檢視報表的每個人均看到您所做的變更。
報資性質 (例如偏好輸出格式、語言、提示值或報表保留) 可透過在入口網站中變更執行選項來指
定 (第366頁)。如需有關性質的資訊，請參閱"項目性質"(第268頁)。
如果您要將通用報表用作其他報表的基礎結構，請製作報表的副本(第275頁)。如果您希望報表顯
示在多個位置，請建立捷徑 (第266頁)。如果您要保留基礎報表規格，但希望選擇其他報表格式、
語言、傳送方式或執行選項，請建立報表檢視 (第373頁)。
必須擁有要嘗試編輯的報表的讀寫權限。必須擁有包含報表的資料夾的遍訪權限。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編輯報表的步驟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在您要編輯的報表的 [動作] 功能表上按一下 [開啟] 按鈕。

報表將在用於建立報表的編寫工具中開啟。

在 Report Studio 中編輯 Query Studio 報表的步驟
●

按一下 [動作] 工具列上的 [更多] 連結，然後按一下 [使用 Report Studio 編輯]

報表格式
您可以為報表選擇輸出格式。您可能希望在瀏覽器中檢視報表，或者您可能希望以易於匯入到其
他應用程式的格式開啟報表。
您可以從以下格式中進行選擇：
●

HTML (第376頁)

●

HTML 片段(第376頁)

●

XHTML (第376頁)

●

XML (第376頁)

●

PDF (第376頁)

●

Microsoft® Excel 2002 (第376頁)

●

Excel 2007 (第376頁)

●

帶分隔符號的文字 (CSV) 格式(第377頁)

您可以指定執行報表時使用的預設格式 (第367頁)。報表的所有捷徑均可獲得來源項目中的預設格
式。
您可以在執行選項頁面 (第368頁)、報表性質 (第268頁) 或您的偏好設定 (第283頁) 中指定報表格式。
在未指定執行選項的情況下執行報表時，會使用報表性質中指定的格式。未在報表性質中指定格
式時，會使用偏好設定中指定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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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TML 和某些 PDF 格式僅在您設定進階執行選項時可用 (第368頁)。您還可以在設定進階執行選
項時選取多種格式。
若要指定報表格式，您必須擁有報表的讀寫權限，以及包含該報表的資料夾的遍訪權限。

HTML 格式
您可以從以下 HTML 格式中選取：
●

對於標準 HTML 格式，選取 HTML

●

如果您必須在既有網頁中嵌入 HTML，請選取 HTML 片段

●

對於透過解析程式傳遞的 HTML，選取 XHTML

若要選取 HTML 片段和 XHTML 或每個網頁的列數，請參閱"設定目前執行的進階報表選項"(第368
頁)。

XML 格式
XML 報表輸出以符合內部概要 xmldata.xsd 的格式儲存報表資料。您可以在 c10_location/bin 中找到
此綱要檔案。
此格式包括資料集元素，此資料集元素包含中繼資料元素和資料元素。中繼資料元素包含項目元
素中的資料項目資訊。資料元素包含所有列和值元素。
您可以透過報表和其他符合 xmldata.xsd 綱要的資料建立模型。如果您要將某個報表用作其他報表
的資料來源，或者如果您使用了無法由 Framework Manager 讀取的資料庫，則這會非常有用。在此
種情況下，請將資料從資料來源匯出至 XML 檔案 (該檔案符合 xmldata 綱要)，然後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開啟此 XML 檔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PDF 格式
使用 PDF 格式在線上書籍格式下檢視和分發報表。
必須擁有管理員權限才能指定進階 PDF 選項。
如需有關設定進階 PDF 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為報表設定進階 PDF 選項"(第371頁)。

Microsoft Excel 格式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可以生成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格式的報表。可以使用以下
選項：
●

[Excel 2007] 將產生您可以在 Microsoft Excel 2007 版本中檢視的報表。

●

[Excel 2002] 將產生您可以在 Microsoft Excel 2007 之前的 Excel 版本中檢視的報表。

Excel 2007 格式可使用原生 Excel XML 格式 (也稱為 XLSX) 轉譯報表輸出，這提供了一種快速向
Microsoft Excel 2002、Microsoft Excel 2003 和 Microsoft Excel 2007 傳送原生 Excel 試算表的方式。
Microsoft Excel 2002 和 Microsoft Excel 2003 使用者必須安裝 Microsoft Office 相容性套件，該套件可
提供新格式的檔案開啟和儲存功能。輸出類似於其他 Excel 格式，但有以下例外：
●

圖表是作為靜態影像轉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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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轉譯的報表中變更列高度以獲得更高的逼真度。

●

Microsoft Excel 2007 中將忽略在報表中明確指定的欄寬度。

●

合併儲存格用於改善報表的外觀。

Excel 2002 格式還具有以下優點：
●

使用 SSL 通訊協定。

●

使用單一登入。
由於系統自動識別使用者並提供安全性資訊，因此不進行隨後登入也可以存取安全報表。

●

使用 Netscape 7.01。

●

試算表包含在單一檔案內，以進行安全的試算表瀏覽。

依預設，電子郵件傳送的 Excel 2002 試算表會以 Excel Multipart HTML 格式建立，副檔名為 .mht。
管理員可以使用一個進階設定參數將預設副檔名變更為 .xls。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 Excel
2002 試算表的預設副檔名"(第584頁)。

CSV 格式
以帶分隔符號的文字 (CSV) 格式儲存的報表將在與 .csv 檔案類型關聯的應用程式 (通常為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Microsoft Windows® Wordpad 或 Star Office) 中開啟。
以 CSV 格式儲存的報表
●

旨在支援許多客戶端作業系統中的 Unicode 資料

●

用 UTF-16 Little Endian 資料進行編碼

●

在檔案開頭包括 BOM (位元組順序標記)

●

以 Tab 分隔

●

勿在字串外加引號

●

使用新的行字元分隔列

●

僅顯示報表查詢的結果。頁面版面項目 (例如標題、影像和 paramDisplay 值) 不會顯示在 CSV
輸出中。

您可以修改 CSV 輸出格式以配合您的環境。如需有關自訂 IBM® Cognos® 軟體功能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修改 CSV 輸出格式的性質"(第573頁)。

報表語言
您可以為報表選擇語言。您可以在執行選項頁面 (第368頁)、報表性質 (第268頁) 或您的偏好設定
(第283頁) 中指定報表語言。執行報表時，會使用在報表性質中指定的語言。未在報表性質中指定
格式時，會使用偏好設定中的語言。
您可以使用預設語言執行報表 (第366頁)、為報表的單一執行選取其他語言 (第368頁) 或為報表選取
多種語言 (第3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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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為入口網站中的每個項目新增多語言性質 (第378頁)。您可以指定執行報表時使用的預設語
言 (第367頁)。
為報表選取語言不會變更入口網站中使用的語言。您可以透過個人化入口網站來變更入口網站介
面中使用的語言 (第283頁)。報表的所有捷徑均可獲得來源項目中的預設語言。
若要指定報表語言，您必須擁有報表的讀寫權限，以及包含該報表的資料夾的遍訪權限(第237頁)。
以選取的語言顯示報表輸出之前，用於建立報表的套件必須包含多語言資料。如需有關套件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套件"(第349頁)。

使用 SAP BW 資料來源時的報表語言
報表執行時，報表伺服器將連線至基礎資料來源以獲得資料。使用 SAP BW 資料來源時，如果
SAP BW 伺服器不支援與您的內容區域設置關聯的語言，則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會檢
查區域設置對應，以尋找相應的區域設置。如果 SAP BW 伺服器支援相應區域設置的語言，則使
用該語言。否則，報表使用 SAP BW 伺服器上安裝的預設語言執行。

新增多語言性質
您可以為入口網站中的每個項目設定多語言性質。您可以為由管理員定義的每個區域設置新增名
稱、螢幕提示和說明。區域設置指定字元類型、對照、日期和時間格式、貨幣單位以及訊息的語
言資訊和文化習俗。
如果項目擁有為選取的語言定義的多語言性質，則項目會顯示該性質。如果項目沒有定義的多語
言性質，則它們為空。
如需有關變更入口網站要使用的語言的資訊，請參閱"個人化入口網站"(第283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您要變更的項目旁邊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2. 按一下 [一般] 標籤。
3. 在 [語言] 下，從清單中選取語言。
已定義多語言性質的語言將顯示在分隔符號行上面清單的頂部。
4. 如果需要，您可以在 [名稱]，[說明] 和 [螢幕提示] 方塊中鍵入說明。
名稱將顯示在入口網站項目的清單中。當您將偏好設定為使用明細檢視時，該說明將顯示
(第283頁)。當您將指標懸停在入口網站中該項目的圖示上時，將顯示螢幕提示 (最多 100 個字
元)。
提示：若要移除語言的多語言性質，請在清單中選取該語言並按一下 [移除此語言的值]。
5. 按一下 [確定]。

為報表指定預設語言
若要為報表指定預設語言，請變更報表性質。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您要變更的報表旁邊的 [設定性質]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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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報表選項] 標籤的 [語言] 下，從清單方塊中選取預設語言，然後按一下 [確定]。

為報表指定預設提示值
您可以使用提示值指定報表執行時包含在其中的資料範圍。例如，您可以指定報表中可用日期子
集的日期範圍。
如果報表作者在報表中定義了提示或者如果存在多個連線或登入，則系統可能會提示您輸入值。
如需有關將提示新增至報表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Query
Studio 使用者指南》或《Analysis Studio 使用者指南》。
如果您是報表作者，您可以為報表建立預設提示值。執行報表時，將根據您指定的提示值自動篩
選資料。使用者不必在執行報表時指定提示值。如果大部分使用者每次執行報表時均使用相同的
提示值，您可能會發現這很有用。
如果您擁有報表的寫入權限並且變更了提示值，則將儲存這些值以供在您之後執行此報表的所有
人使用。如果始終使用不同於大多數使用者使用的提示值，請在您的個人資料夾中建立報表的報
表檢視 (第373頁)。
依預設，每次執行報表時均會提示您輸入值。您可以在報表性質中變更該設定 (第268頁) 或為報表
設定執行選項時變更該設定 (第368頁)。
若要設定預設提示值，您必須擁有報表的讀寫權限，以及包含此報表的資料夾的讀取權限或遍訪
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您要變更的報表旁邊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2. 在 Report Studio 報表的 [報表] 標籤、Query Studio 報表的 [查詢] 標籤或 Analysis Studio 報表的
[分析] 標籤上，於 [提示值] 下按一下 [設定] 或 [編輯]。
如果報表沒有已儲存的提示值，則執行選項將顯示 [未儲存值]，並且按一下 [設定] 將向您傳
送指示該報表不包含提示的訊息。
3. 為提示選取預設值並按一下 [確定]。
4. 如果您希望在每次執行報表時收到提示，請選取 [提示輸入值] 核選方塊。
如果已選取該核選方塊，則會在報表包含提示或您有權存取多個資料來源連結或登入時提示
您輸入值。
如果未選取該核選方塊且報表交互執行，則僅會在缺少值或您有權存取多個連線或登入時提
示您。如果為報表指定了儲存的提示或預設提示，則報表將具有缺少值。
如果未選取該核選方塊且報表在背景中執行，則報表在缺少提示值時會失敗。
5. 按一下 [確定]。

儲存報表輸出
所有報表輸出均將自動儲存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您也可以在其他檔案位置儲存
報表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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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在 IBM Cognos BI 中可再次使用它並將其用於歸檔

●

儲存在 IBM Cognos BI 外部可將其用於外部應用程式 (例如網站)，以及供無權存取 IBM Cognos
BI 的使用者使用

您可以選取如何將報表副本儲存為傳送選項。
您還可以選擇排程報表時儲存報表的方式 (第319頁)。
管理員必須先設定位置，您才可以將報表輸出儲存至檔案位置。
如需有關設定檔案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儲存的報表輸出"(第163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您要執行的報表右側 [動作] 工具列上的 [用選項執行] 按
鈕

。

2. 按一下 [進階選項]。
3. 在 [時間和模式] 下，按一下 [在背景中執行]，然後按一下 [現在] 或 [稍後]。
4. 在 [傳送] 下，選擇您要儲存報表的位置：
●

若要在 IBM Cognos BI 中儲存副本，請按一下 [儲存]。然後，按一下 [儲存報表] 或 [將報
表儲存為報表檢視]。如果選擇儲存為報表視圖，您可以變更報表視圖的名稱或目標資料
夾。按一下 [編輯選項]，進行變更，然後按一下 [確定]。

●

若要在 IBM Cognos BI 外部儲存副本，請按一下 [儲存至檔案系統]。若要變更報表名稱，
請按一下 [編輯選項]。您還可以變更解決檔案衝突的方式。按一下 [保留既有檔案] 不覆
寫既有檔案，按一下 [取代既有檔案] 即可覆寫既有檔案。按一下 [使檔名唯一並附加時間
郵戳] 或 [使檔名唯一並附加順號]，以透過使新檔案具有唯一時間郵戳或順號來避免覆蓋
既有檔案，然後按一下 [確定]。

5. 如果定義了多個檔案位置，請從 [位置] 清單中選取要儲存的位置。
6. 按一下 [執行]。

啟用可存取報表輸出
可存取報表包含諸如替用文字等功能，使殘障使用者可以使用輔助技術 (例如螢幕讀取器) 存取報
表內容。在 IBM® Cognos® 應用程式中，您可以使用 PDF、HTML 及 Microsoft® Excel 2007 試算表軟
體格式建立報表、工作、工作中的步驟以及已排程項目的易存取輸出。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啟用可存取報表輸出：
●

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執行選項中啟用，以便當您從 Report Studio 中執行報表時，報表已
啟用協助工具功能。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作為執行選項，以便報表消費者可以使用協助工具功能執行報表
一次。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作為 [設定性質] 對話方塊上的性質，以便報表消費者可以總是使
用協助工具功能執行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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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作為使用者偏好設定，以便報表消費者可以對其所有報表啟用協
助工具功能。報表性質中的協助工具設定可覆寫此設定。

●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作為伺服器範圍選項，所有的 IBM Cognos 使用者即可為所有
報表啟用協助工具功能。使用者偏好設定和報表性質中的協助工具設定可覆寫此設定。

如需有關指定系統範圍協助工具設定的資訊，請參閱"使用系統範圍的設定啟用可存取報表輸
出"(第166頁)。
可存取報表需要進行更多報表處理，並且其檔案大小比不可存取的報表大。因此，讓報表變為可
存取會對效能造成負面影響。

使用執行選項啟用可存取報表輸出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您要執行的報表右側 [動作] 工具列上的 [用選項執行] 按
鈕

。

2. 於 [協助工具] 下，選取 [啟用協助工具支援]。

使用設定性質啟用可存取報表輸出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瀏覽至報表，然後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2. 在 [報表] 標籤上，於 [報表選項] 下選取 [啟用協助工具支援]。

作為使用者偏好設定啟用可存取報表輸出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我的區域] 選項圖示

，然後按一下 [我的偏好設定]。

2. 在 [一般] 標籤上，按一下 [啟用我執行或排程之報表的協助工具支援]。

為已排程項目啟用可存取輸出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您要對其進行排程的項目的 [排時] 按鈕

。

2. 於 [選項] 下，選取 [覆蓋預設值]。
3. 於 [協助工具] 下，選取 [啟用協助工具支援]。

為工作啟用可存取輸出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工作的 [設定屬性] 按鈕

。

2. 按一下 [工作] 標籤，然後於 [所有步驟的預設值] 下按一下 [設定]。
3. 按一下 [報表選項]。
4. 如果尚未選取，請選取 [為此工作的所有報表指定預設值]。
5. 於 [協助工具] 下，選取 [啟用協助工具支援]。

為工作中的步驟啟用可存取輸出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工作的 [設定屬性] 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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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 [工作] 標籤，然後在 [步驟] 區段中選取相應步驟。
3. 在 [選項和提示值] 欄中，按一下步驟的 [編輯] 圖示

。

4. 於 [報表選項] 下選取 [覆蓋預設值]，然後選取 [啟用協助工具支援]。
請注意，為該步驟指定的報表選項會出現在 [工作] 標籤的 [選項和提示值] 欄中。若要再次編
輯報表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 圖示。若要恢復為預設設定，請按一下 [清除] 圖示

。

檢視報表輸出版本
報表將針對資料來源直接執行，以便它們反映最新資料。但是，檢視最新資料可能無法永遠滿足
您的需要。您可能要檢視較舊資料。例如，您可能要比較新增新功能前和新增新功能後產品的月
銷售量。
報表在背景中執行時將儲存報表輸出。在以下情況下，無法在報表執行時檢視報表
●

稍後執行

●

具有多種格式或語言

●

具有儲存、列印或電子郵件的傳送方式

●

為通用報表

報表輸出版本按報表格式列示 (第375頁)。依預設，清單包含在您的內容區域設置中定義的語言的
報表輸出版本。如果未找到該語言的報表版本，則將顯示所有語言的報表格式。
如果已使用通用鍵，則它們會顯示在依通用鍵排序然後依語言排序的報表格式的旁邊。
您可以指定要保留報表輸出的時間 (第383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具有多個輸出版本的報表旁邊的 [檢視報表輸出版本]
按鈕

。

2. 選擇您要檢視的輸出版本：
●

若要以特定語言或所有語言顯示報表格式，請按一下 [語言] 並從清單中進行選取。

●

若要顯示其他輸出版本，請從 [版本] 清單中選取該版本。

●

若要顯示目前版本，請按一下報表格式。

提示：若要刪除您擁有寫入存取權限的版本，請按一下 [管理版本]，選取您要刪除的版本，
按一下 [刪除]，然後按一下 [關閉] 按鈕以返回審閱報表輸出版本頁面。
3. 如果您要下載報表輸出版本，請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下載圖示。
您可以控制可以進行下載的報表輸出格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Viewer 中的報表輸出格式"(第5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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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保留報表輸出的時間
您可以保留特定執行數目的報表輸出，或保留特定天數或月數的報表輸出。例如，您可以保留 10
次最近發生的報表輸出，也可以保留 2 天或 6 個月的報表輸出。您還可以選擇保留所有的報表輸
出。
必須擁有項目的讀取和寫入權限以及包含該項目的資料夾的讀取權限或遍訪權限。

步驟
1. 按一下所需項目旁邊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2. 在 [一般] 標籤的 [執行歷程記錄] 下，選擇保留方式並鍵入值：
●

若要保留特定發生次數的報表輸出，按一下 [發生次數] 並鍵入數目。若要儲存無限數目
的報表輸出，請將該值設定為 0。

●

若要將報表輸出保留特定的一段時間，請按一下 [持續時間] 並按一下 [天] 或 [月]。在方
塊中鍵入適當的值。

3. 按一下 [確定]。

為報表啟用提示清單
對提示清單授予權限可讓報表使用者決定是否在報表輸出的新版本可用時收到提示。無論何時執
行報表和儲存報表輸出，均會透過電子郵件作為密件副本收件者提示報表使用者。電子郵件包含
至最新報表輸出的連結。
啟用報表提示清單的權限不會擴展到與該報表相關聯的報表視圖。您必須單獨對該報表視圖授予
權限。
提示清單獨立於與該報表相關聯的任何通訊群組清單 (第392頁)。
若要對提示清單授予權限，您必須具有寫入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您要為其啟用提示清單的報表旁邊，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
鈕。
2. 在 Report Studio 報表的 [報表] 標籤、Query Studio 報表的 [查詢] 標籤或 Analysis Studio 報表的
[分析] 標籤上，按一下 [進階選項]，然後按一下 [啟用關於新版本的提示] 核選方塊。
3. 按一下 [確定]。
使用者可立即將其名稱新增到報表輸出通知的提示清單。

將自身新增到報表的提示清單或從報表的提示清單中移除自身
透過將自身新增到報表的提示清單，您可在儲存報表輸出的新版本時收到電子郵件通知。這樣，
您可以監控對您有用的報表輸出中的變更。如果不想再接收關於報表新版本的通知，您可以將自
己從提示清單中移除。
在電子郵件中，您作為密件副本收件者。電子郵件包含至最新報表輸出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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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提示清單中會獨立於與該報表相關聯的任何通訊群組清單 (第392頁)。
您可以將報表的提示清單作為監視項目進行檢視和管理。
您可以將自身新增到報表的提示清單，但僅能執行一次。
在您可以將自身新增到報表的提示清單之前，報表所有人必須啟用提示清單。若要接收提示，您
必須在 [我的偏好設定]、[個人] 標籤中或您的 LDAP 安全性設定檔 (僅在特殊情況下使用) 中定義
電子郵件位址。另外，您還必須與排程該報表的人員同屬於一個名稱環境。

將您自己新增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提示清單中的步驟
1. 在入口網站中，找到報表。
2.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3. 在 [執行動作] 頁面中，按一下 [有新版本可用時提示我]。
4. 按一下 [確定]。
在入口網站的 [我的監視項目] 區域中，注意監視清單中的變更。

將您自己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提示清單中移除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我的監視項目]。
2. 在 [提示] 標籤上，從提示清單中選取要刪除的提示。
3. 按一下 [請將我從提示清單中移除]。

IBM Cognos Viewer 中的步驟
1. 開啟儲存的報表輸出。
2. 在工具列上的 [監視新版本] 下，按一下 [有新版本可用時提示我] 或 [有新版本可用時不要提
示我]。

從提示清單中移除使用者
報表編寫員可以移除目前位於報表提示清單中的任何使用者。使用者被從提示清單移除後，有報
表的新版本可用時不會再提示他們。

步驟
1. 在入口網站中，找到報表。
2.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3. 在 [執行動作] 頁面中，按一下 [不要通知有關新版本的任何資訊]。

已儲存報表中的監視規則
監視規則由報表使用者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定義，以便他們可以監控已儲存的報表中他們感
興趣的事件。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 [我的監視項目] 區域中，從某個單一位置檢視和
編輯監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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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規則基於儲存報表時評估的數字事件條件，而不是交互執行報表時評估的數字事件條件。滿
足事件條件時，將透過電子郵件訊息或新聞項目提示報表使用者。或者，報表使用者可以透過向
其任務收件匣中傳送通知來提示其他使用者。
已儲存報表有兩種監視規則類型：
●

滿足特定條件時傳送提示的監視規則(第385頁)
例如，您可以設定一個監視規則，當產品的銷售數字降至低於特定水平時，它會傳送提示。

●

根據條件的狀態傳送不同提示的監視規則(第386頁)
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設定閾值以將一系列數值與效能狀態 (良好、一般或極差) 相對應。您
可以定義閾值界限，以及界限值與狀態之間的關聯。
例如，您可以設定這樣一個監視規則，它根據產品的銷售數字向銷售團隊傳送不同的提示。
如果銷售額降至低於 50 (最小閾值)，則表明績效差。極差效能的提示可以是向銷售經理傳送
緊急通知，要求其審閱這些數字。當銷售額超過 100 (最大閾值) 時，表明績效好。良好效能的
提示可以是向團隊分發銷售數字。

只有在已儲存的 HTML 報表中，您才可以使用數字測量建立事件條件。您可以為報表定義無限數
目的條件。條件報表輸出使用與包含事件條件的報表相同的區域設置資訊。
報表所有人必須先為報表啟用監視規則 (第385頁)，然後報表使用者才可以建立監視規則和傳送提
示。
若要建立監視規則，報表使用者必須擁有報表輸出的讀取權限和遍訪權限。

為報表啟用監視規則
啟用監視規則可讓報表使用者在已儲存的 HTML 報表輸出中指定條件，並根據這些條件傳送提
示。
如需有關建立監視規則的資訊，請參閱"為特定條件建立監視規則"(第385頁)和"為不同條件狀態指
標建立監視規則"(第386頁)。
您必須擁有該報表的寫入權限，才能夠為報表啟用監視規則。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報表旁邊的 [設定性質]

。

2. 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報表對應的 [報表] 標籤或 IBM Cognos Analysis Studio 報表對應的
[分析] 標籤上，於 [進階選項] 下選取 [在 HTML 報表中啟用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 和 [在已儲
存的輸出版本中啟用增強的使用者功能] 核選方塊。
選取這些選項可指定隨報表輸出一同儲存其他內容資訊。
3. 按一下 [確定]。
在建立監視規則之前，報表使用者現在可以執行報表並以 HTML 格式儲存輸出。

為特定條件建立監視規則
您可以設定這樣一個監視規則，其在滿足已儲存報表中的特定條件時傳送提示。
附註：您只可以為以 HTML 格式儲存的報表建立監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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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擁有報表輸出的讀取權限和遍訪權限，才能建立監視規則。

步驟
1. 執行所需報表，並以 HTML 格式儲存輸出。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目前執行的報表選項"(第368頁)。
2.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中，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開啟已儲存的 HTML 報表。
3. 在該報表中，於數字資料項目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使用新監視規則來提示]。
4. 在 [指定規則 - 使用新監視規則來提示] 頁面中，選取 [報表包含以下內容時傳送提示]。
5. 在條件表示式中，從下拉清單中為監視規則選取要使用的表示式，例如 >= (greater than or
equal)，然後在方塊中指定一個值。
6. 在 [對於選取的內容] 下，選取要對其套用規則的報表項目。
7. 按一下 [下一步]。
您現在必須設定監視規則的提示明細。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監視規則的提示明細"(第387
頁)。

為不同條件狀態指標建立監視規則
您可以設定這樣一個監視規則，其根據條件的效能狀態 (良好、一般或極差) 中計量資料方面的變
更來傳送提示。
若要設定監視規則，請使用閾值來將一系列數值與效能狀態相對應。設定閾值界限時，您必須決
定低值、中值或高值中哪一種是適合該條件的最佳值。例如，如果您為某種產品設定條件以監控
銷售數字，則您必須指明高值是最佳值。這被稱為績效樣式。
您僅可在已儲存的 HTML 報表中建立監視規則。
您必須擁有報表輸出的讀取權限和遍訪權限，才能建立監視規則。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中，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開啟已儲存的 HTML 報表。
2. 在該報表中，於數字資料項目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使用新監視規則來提示]。
3. 在 [指定規則 - 使用新監視規則來提示] 頁面中，選取 [根據閾值傳送提示]。
4. 在 [效能樣式] 方塊中，選取要與「良好效能」狀態關聯的值的範圍。
5. 在 [閾值界限] 方塊中，指定該條件的界限值。
提示：對於每個界限值，請按一下附加至 [數值] 方塊的箭頭，以按如下所示進行調整：
●

若要在較高的閾值中包含指定的界限值，請按一下向上箭頭。

●

若要在較低的閾值中包含指定的界限值，請按一下向下箭頭。

6. 在 [對於選取的內容] 下，選取要對其套用規則的報表項目。
7. 按一下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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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現在必須設定監視規則的提示明細。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監視規則的提示明細"(第387
頁)。

定義監視規則的提示明細
定義了所建立監視規則的類型後，您必須定義您想要產生的提示類型。您可以從下列選項中選擇
一個或多個：
●

[以電子郵件傳送報表] 將透過電子郵件進行提示。

●

[公佈新聞項目] 將透過新聞項目進行提示。

●

[傳送通知] 將透過向其他使用者的任務收件匣中傳送通知來提示他們。

如果您已為不同條件的狀態指標設定了監視規則，則您可以根據績效定義多個提示。例如，對於
一般效能或極差效能，您可以選擇透過電子郵件進行提示，並向銷售經理傳送通知，要求其審閱
銷售數字。為取得良好績效，您可以向銷售經理傳送通知，將數字分發給銷售團隊。

步驟
1. 在 [指定提示類型 - 使用新監視規則來提示] 頁面中，指定滿足規則時傳送的提示。
提示：若要變更提示類型的明細，請按一下 [編輯選項]。
2. 如果您已為不同條件狀態指標定義了監視規則，請選取所需的核選方塊以為極差、一般或良
好效能關聯提示。
績效依績效樣式定義。
按一下 [下一步]。
3. 在 [指定名稱與說明 - 使用新監視規則來提示] 頁面中，為監視規則指定名稱、說明、螢幕提
示和位置。
提示：您可以在入口網站 [我的監視項目] 區域中的 [規則] 標籤上的資料夾中組織監視規則。
4. 按一下 [完成]。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檢視、編輯或刪除監視規則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Viewer 來編輯和刪除您在已儲存的 HTML 報表中建立的監視規則。
如需有關建立監視規則的資訊，請參閱"為特定條件建立監視規則"(第385頁) 和"為不同條件狀態指
標建立監視規則"(第386頁)。
您還可以從入口網站的 [我的監視項目] 區域中刪除和編輯監視規則。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我
的監視項目"(第285頁)。
您必須擁有寫入權限，才能編輯或刪除監視規則。

步驟
1. 開啟 IBM Cognos Viewer 中已儲存的報表輸出。
2. 在工具列中，按一下 [監視新版本]，然後按一下
●

[修改] 以編輯監視規則。出現 [設定性質] 對話方塊時，請繼續執行步驟 3。

●

[刪除] 以刪除監視規則，然後按一下 [確定] 以完成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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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一般] 標籤以變更性質，例如監視規則的語言、名稱和說明。
4. 按一下 [規則] 標籤以編輯規則性質，例如規則的條件表示式、規則適用的項目以及提示類型。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對監視規則所做的變更也會在入口網站的 [我的監視項目] 區域中反映出
來。

已儲存報表中的附註
報表使用者可以使用 IBM® Cognos® Viewer 將附註新增至已儲存的報表。附註可以新增至 HTML、
PDF 和 XML 報表，但無法新增至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報表或 CSV 報表。
附註被新增至報表的特定版本，並隨著該報表版本一起刪除。除非報表使用者手動將附註新增至
其他報告版本，否則將無法在其他報表版本中使用備註。
線上檢視報表或透過入口網站分發通用報表時，其中會包含附註，但是不會出現在列印的報表或
以電子郵件傳送的報表中。
報表所有人必須在儲存的輸出版本中啟用附註，使用者才能夠新增附註。
若要新增附註，報表使用者必須具有報表輸出的讀取權限。所有其他具有報表輸出之讀取權限的
使用者均可看到這些附註。但是，僅附註所有人或管理員才能修改或刪除附註。

在已儲存的輸出版本中啟用附註
透過啟用附註，報表使用者能夠將附註新增到已儲存的 HTML、PDF 或 XML 報表。
如需有關新增附註的資訊，請參閱"將附註新增到 IBM Cognos Viewer 中的報表版本"(第388頁)。
若要啟用報表的附註，您必須擁有報表的寫入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報表旁邊的 [設定性質]

。

2. 在 Report Studio 報表的 [報表] 標籤、Query Studio 報表的 [查詢] 標籤或 Analysis Studio 報表的
[分析] 標籤的 [進階選項] 下，然後按一下 [在儲存的輸出版本中啟用附註] 核選方塊。
3. 按一下 [確定]。
此時您必須先執行報表，再報表輸出儲存為 HTML、PDF 或 XML 格式，使用者才能夠將附註新增
到報表。

將附註新增到 IBM Cognos Viewer 中的報表版本
使用附註將未製作格式的簡單文字附註新增至儲存的報表。您可以將多個附註新增到一個報表。
僅可以將附註新增至 HTML、PDF 和 XML 報表。您無法將附註新增至其他報表格式。
您必須擁有報表輸出的讀取權限，才能將附註新增到報表。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開啟已儲存的報表輸出。
2.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增附註]，然後按一下 [新增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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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新增附註] 視窗中，鍵入附註名稱和說明。
4. 必要時重複步驟 2 至 3，以新增其他附註。
5. 按一下 [完成]，以儲存附註。
各個附註都會新增到 [新增附註] 按鈕的下拉清單中。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檢視、修改或刪除附註
所有其他具有報表輸出之讀取權限的使用者均可檢視報表使用者新增的附註。僅附註所有人或管
理員才能修改和刪除附註。
提示：您可以使用 [搜尋] 功能尋找特定附註。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搜尋項目"(第281頁)。
如需有關新增附註的資訊，請參閱"將附註新增到 IBM Cognos Viewer 中的報表版本"(第388頁)。

檢視附註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開啟已儲存的報表輸出。
2.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增附註]，然後從可用的附註清單中選取需要的附註。
此時會出現附註摘要，其中包含附註名稱和說明、上次修改附註的日期，以及附註所有人
3. 若要檢視所選取附註的完整明細，請按一下 [檢視]。
隨即顯示 [檢視附註] 視窗。
4. 按一下 [完成]。

修改附註的步驟
1. 開啟 IBM Cognos Viewer 中已儲存的報表輸出。
2.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增附註]，並且從可用的附註清單中選取需要的附註，然後按一下 [修
改]，以編輯附註。
[修改附註] 視窗將顯示。
3. 編輯附註名稱或說明。
4. 按一下 [完成]。

刪除附註的步驟
1. 開啟 IBM Cognos Viewer 中已儲存的報表輸出。
2.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增附註]，並且從可用的附註清單中選取需要的附註，然後按一下 [刪
除]。
3. 按一下 [確定]，確認您要刪除附註。

關閉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
您可以對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檢視的 HTML 報表關閉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以縮短執行報表
所需的時間。關閉該功能後，您無法執行以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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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報表中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

●

逐層分析到其他報表

●

使用 IBM Cognos Search

●

使用條件報表傳送

●

使用代理程式通知

如果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啟用了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則使用者可以在 Report Viewer 或
Query Studio 中執行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以及逐層分析動作。如果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關閉了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則會關閉執行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以及逐層分析的功能
(無論在 Report Studio 和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如何編寫逐層分析定義和設定)。
依預設，將啟用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
提示：您可以僅為目前執行的報表啟用或關閉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
按一下報表旁邊的 [用選項執行]，然後按一下 [進階選項]。按一下 [在 HTML 報表中啟用基於選取
的互動功能]。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報表右側 [動作] 工具列上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2. 按一下 Report Studio 報表的 [報表] 標籤、Query Studio 報表的 [查詢] 標籤，或 Analysis Studio
報表的 [分析] 標籤。
提示：對 Analysis Studio 報表關閉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沒有影響。
3. 按一下 [進階選項]。
4. 清除 [在 HTML 報表中啟用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 核選方塊。
請注意，在 Analysis Studio 報表上關閉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沒有影響。

在 PDF 報表中排除空白頁面
當生成 PDF 報表時，所有的頁面 (包括空白頁面) 均包含在內。可以指定 PDF 報表不包含空白頁
面。該動作將套用至所有 PDF 報表。
必須為伺服器管理員才能排除空白頁面。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3. 按一下所需的 Dispatcher。
4. 對於 [ReportService]，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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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
8. 在 [參數] 欄中，鍵入 rsvp.removeblankpages。
9. 在 [值] 欄中，鍵入 True。
10. 按一下 [確定]。

分發報表
您可以將報表分發給其他使用者以與他們共享資訊。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您可
以透過以下方式分發報表：
●

將報表 (第391頁) 儲存到其他 IBM Cognos 使用者便於存取的位置

●

透過電子郵件將報表傳送給使用者 (第391頁)

●

列印報表 (第392頁)

●

快速寄發報表 (第392頁)

您可以排程報表的分發，以便收件者可定期收到報表 (第319頁)。
收件者必須擁有報表的讀取權限以及包含該報表的資料夾的遍訪權限。
將報表貼附到電子郵件時，該報表不再受 IBM Cognos 安全系統保護。
請注意，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表時，如果從清單 (例如群組、角色或通訊群組清單) 中選擇收件
者，您必須同時擁有對清單和收件者電子郵件帳戶的讀取權限。否則，報表傳送將會失敗。但是，
如果您手動鍵入電子郵件位址，則不需要具有讀取權限。
若要將報表分發給多個收件者，您可以建立通訊群組清單 (第392頁)，它包含使用者、群組和角色
的參考。如果收件者不屬於 IBM Cognos 安全系統，您可以為該使用者建立聯絡人 (第392頁) 並將
其新增到通訊群組清單。

儲存報表
您可以透過在其他使用者可存取的位置 (例如在公共資料夾中) 儲存報表來與其他人共享報表。公
共資料夾通常包含對許多使用者有用的報表。
您可以在為目前的執行設定選項 (第368頁) 時儲存報表，也可以使用進階報表選項 (第368頁) 在 [報
表檢視] (第373頁) 中儲存報表。
若要共享目前位於個人資料夾中的報表，請複製該報表 (第275頁)，移動該報表 (第275頁)，或對該
報表建立捷徑 (第266頁) 並將其儲存在公共資料夾中。
如需有關儲存報表的資訊，請參閱《Query Studio 使用者指南》、《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
用者指南》或者《Analysis Studio 使用者指南》。

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表
您可以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表來與其他人共享報表。如果您要與無權存取入口網站的一組使用者
共享報表，該動作特別有用。若要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表，您必須擁有目錄管理員權限。
您可以將報表貼附到電子郵件 (第368頁)。您還可以在電子郵件中包含至報表的 URL。作為電子郵
件附件傳送的項目不再受 IBM® Cognos® 安全系統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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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關閉電子郵件附件的使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電子郵件中關閉報表附件"(第581頁)。
若要透過電子郵件將報表傳送給其他人，您和電子郵件收件者必須均擁有有效的電子郵件位址。
此外，如果從清單 (如群組、角色或通訊群組清單) 中選擇收件者，您必須同時擁有對清單和收件
者電子郵件帳戶的讀取權限。否則，報表傳送將會失敗。但是，如果您手動鍵入電子郵件位址，
則不需要具有讀取權限。

將報表傳送至行動裝置
您可以選擇將報表傳送至行動裝置。您必須安裝 IBM® Cognos® Mobile。

列印報表
具有報表的列印副本對您來說可能更便於工作。在電腦不可用時您可能需要查看報表，或參加會
議時您可能會用到報表的副本。
您可以使用執行選項列印報表並選擇印表機 (第368頁)。
您可以為要從中選取的使用者設定印表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印表機"(第54頁)。

透過快速寄發分發報表
快速寄發是一個程序，在此程序中執行報表一次，然後將結果傳送給收件者，這些收件者每人只
能看到一個資料子集。當您希望使用者僅接收或檢視包含對他們有用資料的報表時，可以透過快
速寄發報表來分發報表。
如果您透過電子郵件分發通用報表，將由通用選項指定收件者。請注意，如果從清單 (例如群組、
角色或通訊群組清單) 中選擇收件者，您必須同時擁有清單和收件者電子郵件帳戶的讀取權限。否
則，報表傳送將會失敗。
如果通用報表包含至其他報表的逐層分析連結，並且通用報表透過電子郵件分發，請設定電子郵
件選項以包含至報表的連結。否則，如果您在電子郵件中包含報表，通用報表中的逐層分析連結
將不起作用。
僅在報表作者已為報表定義通用選項時才可以快速寄發報表。
您可以使用進階執行選項 (第368頁) 以透過快速寄發來分發報表。
必須擁有報表的讀寫權限才能啟用快速寄發。

建立通訊群組清單和聯絡人
如果您要將報表一次傳送給多個收件者，請使用通訊群組清單。通訊群組清單包含使用者、群組、
角色、聯絡人或其他通訊群組清單的集合。
如果收件者不屬於 IBM® Cognos® 安全系統，您可以為該使用者建立一個聯絡人。您建立的聯絡人
也可以被指定為報表的聯絡人。
請注意，如果從清單 (例如群組、角色或通訊群組清單) 中選擇電子郵件收件者，您必須同時擁有
對清單和收件者電子郵件帳戶的讀取權限。否則，報表傳送將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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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存取目錄管理工具，您必須擁有受保護之 [資料來源連結] 功能的執行權限以及受保護之
Administration 功能的遍訪權限。您必須對 Cognos 名稱環境具有寫入權限。

建立通訊群組清單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通訊群組清單與聯絡人]。
3. 按一下 [Cognos] 名稱環境。
4.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通訊群組清單] 按鈕

。

提示：若要移除通訊群組清單，請選取項目並按一下 [刪除] 按鈕。
5. 鍵入通訊群組清單的名稱，如果需要也可鍵入通訊群組清單的說明和螢幕提示，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6. 如果您要新增到通訊群組清單，請按一下 [新增] 並選擇如何選取項目：
●

若要從列出的項目中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或角色旁邊
的核選方塊。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
搜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找到您想要的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

若要鍵入您要新增的項目的名稱，請按一下 [類型] 並使用以下格式鍵入群組、角色或使
用者的名稱，其中使用分號 (;) 隔開每個項目：
namespace/group_name;namespace/role_name;namespace/user_name;
範例如下：
Cognos/Authors;LDAP/scarter;

7. 按一下向右箭頭按鈕，項目顯示在 [選取項目] 方塊中時，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 若要選取清單中的所
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若要顯示使用者項目，請按一下 [顯示清單中的使
用者]。
8. 按一下 [完成]。
在您為報表指定收件者時可以立即選擇該清單。

建立聯絡人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通訊群組清單與聯絡人]。
3. 按一下 [Cognos] 名稱環境。
4.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聯絡人] 按鈕

。

提示：若要移除聯絡人，請選取項目並按一下 [刪除] 按鈕。
5. 鍵入聯絡人姓名和電子郵件位址，如果需要也可鍵入說明和螢幕提示，然後按一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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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層分析以檢視相關資料
您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並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檢視的報表支援多種逐層分析作
業，以便您可以檢視不同層的相關資料。您可以在清單、交叉資料表和圖表中執行逐層分析作業。
您可以
●

在同一報表中向上逐層分析或向下逐層分析

●

逐層分析至其他目標

●

傳遞多個值逐層分析至其他目標

向上逐層分析或向下逐層分析
您可以在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的報表中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的報表將顯示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
在清單和交叉資料表中，超連結可識別可逐層分析的項目。在圖表中，當您將指標懸停在可逐層
分析的項目上時，指標將變為手形，並且顯示一條工具提示，指示您將逐層分析的內容。例如，
直條圖依年份和產品系列顯示收入。您可以對單一軸進行逐層分析，例如產品系列或年份。您也
可以逐層分析兩個軸，例如露營器材和 2005。在此情況下，您要逐層分析露營器材和 2005 的交
集。
如果連結了不同查詢中的資料項目群組，則在一個查詢中向上逐層分析或向下逐層分析時，資料
項目也會在連結的查詢中向上逐層分析向下逐層分析。如需有關如何連結資料項目群組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向上逐層分析或向下逐層分析之後，您可以將報表另存為報表視圖以便日後檢視。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建立報表視圖"(第373頁)。
僅當您使用維度建構的資料並以 HTML 格式檢視報表時，才能執行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
功能。您僅可以對一個層級的成員進行逐層分析。
依預設，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功能已啟用。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報表並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進行檢視。
提示：另外，您可以在各自的工作室中開啟 Analysis Studio 報表或 Query Studio 報表。
2. 在您要對其逐層分析的報表項目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向上逐層分析] 或 [向下逐層分
析]

。

逐層分析至其他目標
您可以從報表瀏覽至以下目標之一：
●

Query Studio 報表

●

Report Studio 報表

●

Analysis Studio 分析

●

PowerPlay® Studio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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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 PowerCube 的套件

●

Microsoft®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SSAS) 動作

您還可以從在某個套件中編寫的報表或分析瀏覽至在其他套件中編寫的報表中的更多詳細資訊。
例如，這在您要從彙總 OLAP 來源 (例如銷售資訊) 逐層分析到詳細關係資訊或交易資訊 (例如庫
存量) 時很有用。
從一個報表逐層分析至其他報表是將來源 (開始報表) 中的資訊傳遞到目標 (結束報表) 的一種方
法。例如，您可能正在計算某個報表並且發現您需要在某個產品系列中調查的一些內容。您可以
逐層分析至提供該產品系列集中檢視的詳細目標報表。逐層分析至目標時，會傳遞您在來源中選
取的產品系列且會使用該篩選器執行目標報表，從而製作更集中的報表。
依預設，已啟用從一個報表逐層分析到其他報表的功能。您可以透過使用 [啟用基於選取的互動功
能] 選項來將其關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閉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第389頁)。
如需有關逐層分析概念和設定逐層分析存取的資訊，請參閱"逐層分析存取"(第443頁)。
您必須先在 Report Studio 來源報表或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逐層分析定義，然後才能瀏
覽至其他目標。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報表並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進行檢視。
提示：另外，您可以在各自的工作室中開啟 Analysis Studio 報表或 Query Studio 報表。
2. 在您要從其開始瀏覽的報表項目上按一下右鍵，然後依次按一下 [前往]
顯示 [前往] 頁面，其中顯示了可用目標。

、[相關連結]。將

附註：如果欄只有一個可能的目標，則將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執行並顯示報表。
3. 按一下要瀏覽至的目標。
根據逐層分析定義的設定方式以及報表的類型，可在 IBM Cognos Viewer、Query Studio、PowerPlay
Studio 或 Analysis Studio 中開啟目標。

傳遞多個值逐層分析至其他目標
您可以具有包含逐層分析定義的報表，該報表可在單一查詢項目中透過多個值進行篩選。例如，
分析 OLAP 來源時，您可能要集中於加拿大和英國。逐層分析時，透過兩個國家/地區篩選目標報
表。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執行報表後，當您從該報表瀏覽至逐層分析目標時，系統會提示您
選擇值。您指定的值用於篩選目標中的結果。
如需有關逐層分析至目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逐層分析至其他目標"(第394頁)。
無論逐層分析定義是在 Report Studio 來源報表中編寫還是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逐層分析定義
中編寫，使用多個值的逐層分析均可用。在先前版本中，該功能僅在定義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編寫時可用。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報表並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進行檢視。
提示：或者，您也可以在 Analysis Studio 報表、Query Studio 報表或 PowerPlay® Studio 報表各自
的工作室中開啟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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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住 Ctrl 並按一下以在欄中選取多個值。
●

如果超連結顯示在您試圖在其中選取儲存格的欄中，請按一下超連結周圍的空白區域。

●

如果沒有可見的超連結，但您知道存在某個逐層分析目標，請選取您要用作篩選器的儲存
格，無論它們是否在相同的欄中。請注意，當您從其他欄中選取多個值時，目標報表中的
結果篩選器將使用傳遞的值 (例如，加拿大和露營器材；英國和傳真) 執行 AND 而非 OR
作業。

3. 在您要從中瀏覽的選取儲存格之一上按一下右鍵，並從顯示的功能表中，執行以下動作之一：
●

在 [前往] 下，按一下逐層分析目標名稱 (如果存在)。

●

在 [前往] 下，按一下 [相關連結]。在 [前往] 頁面上，按一下要執行的目標報表。

將執行目標報表，並且如果它透過在來源報表中進行的選取篩選，則透過這些值篩選目標。

含具名集的資料來源可能產生非預期結果
如果您的維度資料來源包含具名集 (建立的以供重複使用的成員集或集表示式)，則與篩選和層級
巢狀組合時 Query Studio 中的資料結果是非預期的。
此外，如果您的資料來源包含多層級具名集，則彙總時 Analysis Studio 中的資料結果是非預期的。
因此，建議您避免讓 Query Studi 和 Analysis Studio 使用者看到具名集或多層級具名集。
使用具名集還可能會導致在 Report Studio 中引起非預期結果。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 Series7 報表
如果管理員將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配置為使用 IBM Cognos Series7 名稱環境，您將可
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查看 Series7 項目。執行 Series7 報表時，報表將在用於建立報表的
Series7 應用程式中執行。
Series7 NewsIndex 的內容顯示在 [公共資料夾] 中頁面的底部。Series7 個人 NewsBox 的內容顯示在
[我的資料夾] 中頁面的底部。
或者，也可以將 PowerPlay® 7.3 或更高版本配置為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而非 Upfront 作為入
口網站。但是，如果您要存取其他 IBM Cognos 應用程式或 PowerPlay 7.3 之前版本中的內容，管理
員可能仍依賴於 Upfront 入口網站。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存取 Series7 項目時，請考慮以下因素：
●

如果 Series7 名稱環境和 IBM Cognos BI 名稱環境不同，您必須登入到兩個名稱環境。否則，
您無法在兩個區域中查看內容。

●

如果您在 Upfront 中登出，則您將無法再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存取 Series7 項目。您應始
終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登出。

●

如果您屬於多個 Series7 使用者類別，將無法在透過 IBM Cognos Connection 存取 Upfront 時選取
其他使用者類別。

●

如果您使用 Upfront 主題而非 standard70，則當您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連結時可能會顯
示錯誤訊息。您無法存取 Series7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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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剪下、複製和貼上 Series7 項目，請使用 [動作] 欄中的 [其他] 連結，然後使用 Upfront
工具列。

●

如果您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搜尋，Series7 項目不會包含在搜尋中。

●

您無法在單一資料夾或 NewsBox 中組合 IBM Cognos 版本 10.1 項目和 Series7 項目。

如需有關 Upfront 中使用 Series7 項目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eries7 Web Portal User Guide》。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和 Cube
將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和 Cube 公佈至 IBM® Cognos® 入口網站後，您可以使用 PowerPlay 編寫工
具來建立和編輯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如需有關 PowerPlay 編寫工具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PowerPlay Web User’s Guide》。
您可以變更 Series 7 PowerPlay 報表和 Cube 的預設執行選項 (第398頁) 並選取多語言性質 (第399頁)。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和 Cube 功能不同於其他報表。以下動作不適用於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和
Cube：
●

檢視執行歷程記錄和報表輸出版本

●

指定保留報表輸出和歷程記錄的時間

●

取消和暫停報表

●

指定除 PDF 格式的報表格式的提示值

●

指定報表內容的語言

●

作為所有人執行報表

●

排程報表

●

分發報表

單一登入
單一登入可確保已登入某個 IBM® Cognos® 應用程式的使用者在執行另一個 IBM Cognos 應用程式
時不會收到驗證提示。
透過確保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和 PowerPlay® 與其驗證來源使用相同的 Series7 名稱環境，
可以確保使用者受益於單一登入。或者，您可以確保用於 IBM Cognos BI 和 PowerPlay 的驗證名稱
環境已配置為使用外部單一登入機制 (例如適用於 Series7 PowerPlay 的作業系統登入或在 ReportNet®
中具有外部身份對映的 LDAP 提供程式) 進行驗證。
如需有關設定 Series7 單一登入的說明，請參閱《Access Manager Administrator Guide》。
如需有關為 IBM Cognos 報表產品設定單一登入的說明，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執行或開啟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
您可以使用以下格式執行 Series 7 PowerPlay® 報表：
●

如果 HTML 圖示

可見，則將在 PowerPlay Web Explorer 中開啟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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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PDF 圖示

可見，則將在 PowerPlay Web Viewer 中開啟報表。

PowerPlay 管理員可限制可開啟 Cube 的使用者。如需有關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公
佈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和 Cube 的資訊，請參閱《PowerPlay Enterprise Server Guide》。
如果您使用受保護的 Series7 Cube，則必須在 IBM Cognos BI中將用於對 Cube 進行保護之根據的名
稱環境配置為驗證來源。此名稱環境不必是使用者的唯一驗證名稱環境或首要登入。如需有關配
置驗證名稱環境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
在您直接從 IBM Cognos BI 執行或開啟 Series 7 PowerPlay 報表和 Cube
配置 PowerPlay 7.3 和 IBM Cognos BI。還必須具有以下權限：
●

執行或開啟報表或 Cube 的執行權限和讀取權限

●

存取包含報表或 Cube 的資料夾的讀取權限和遍訪權限

●

為 Cube 和報表設定性質的讀寫權限

之前，您必須已安裝並

步驟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所需的報表。

根據報表的預設動作，報表可以透過 PDF 格式 (預設) 執行或使用 PowerPlay Web Explorer 開啟。
如果您擁有所需權限，則可以變更 Series 7 PowerPlay 報表和 Cube 的執行選項 (第398頁)。如需有關
使用 PowerPlay Web Explorer 和 PowerPlay Web Viewer 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PowerPlay Web
User's Guide》。
提示：若要在 PowerPlay Web Explorer 中執行 Series 7 PowerPlay 報表，請按一下 [動作] 工具列中的
[使用 PowerPlay Explorer 開啟] 按鈕
。您還可以按一下所需報表旁邊的 [更多]，然後在 Analysis
Studio 或 Report Studio 中開啟報表。必須已安裝移轉工具。如需有關安裝這些工具的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BI Migration Assistant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開啟報表後，它將升級至
您開啟報表所用的 Studio 的格式。如果您儲存報表，它將以已升級的格式儲存。原始 PowerPlay 報
表和 IBM Cognos BI 版本報表之間可能存在差異。如果不儲存報表，它將仍為 Series7 PowerPlay 報
表。如需有關升級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I Migration Assistant
User Guide》。

變更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的預設
您可以變更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的預設。您可以在報表執行時選取以下預設動作之一：
●

以 PDF 格式執行報表 (預設)

●

使用 PowerPlay Web Explorer 開啟報表

對於 HTML 格式報表，您可以選擇以設計模式 (無需資料) 開啟報表。以設計模式開啟報表對快速
檢視報表的結構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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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PDF 格式報表，您可以選擇提示輸入值，該值可以篩選包含在報表中的資料範圍。例如，您
可以指定報表中可用日期子集的日期範圍。如果使用提示值建立 Series7 PowerPlay 報表，則執行報
表時系統將提示您輸入值。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要執行的報表右側的 [動作] 工具列上，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

2. 按一下 [PowerPlay 報表] 標籤。
3. 在 [預設動作] 下，選取執行報表時的預設動作。
4. 對於 HTML 報表，如果您要在不使用資料的情況下開啟報表 (設計模式)，請選取 [以設計模式
開啟] 核選方塊。
提示：您還可以按一下 [使用 PowerPlay Web Explorer 以設計模式開啟] 按鈕
現在 [動作] 工具列中)。

(如果該按鈕出

5. 對於 PDF 報表，如果您想系統提示您輸入值，請選取 [提示輸入值] 核選方塊。
提示：[提示輸入值] 核選方塊將僅在為報表建立提示值時顯示。您還可以按一下所需報表旁
邊的其他按鈕，然後按一下 [以 PDF 格式執行報表並提示輸入值] 按鈕

。

開啟 Series7 Cube
您可以在 PowerPlay® Web Explorer 中開啟 Series7 Cube 並使用它們。
如需有關使用 PowerPlay Web Explor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PowerPlay Web User's Guide》。

步驟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所需的 Cube。

Series7 報表和 Cube 的多語言性質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您可以選取 Series 7 報表或 Cube 的多語言性質。名稱、螢幕提示
和說明使用您選取的語言。
內容、資料、類別標籤和其他標籤不會變更。這些項目的語言由建立報表或 Cube 的 PowerPlay® 管
理員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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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Event Studio 中建立代理程式 (第403頁) 以針對發生的業務事件監控組織的資料，然後執
行任務。例如，任務可包括傳送電子郵件、向入口網站新增資訊和執行報表。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Even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將代理程式公佈至入口網站後，可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執行以下作業：
●

執行代理程式 (第401頁)

●

變更預設性質 (第402頁)

●

建立代理程式視圖 (第402頁)

●

啟用提示清單 (第404頁)

●

將自己新增至提示清單或從提示清單中移除 (第404頁)

●

接收新聞項目標題 (第405頁)

●

檢視代理程式的最新事件實例清單 (第405頁)

●

檢視執行歷程記錄 (第314頁)

●

使用初始參數重新執行失敗的代理程式 (第316頁)

您可以排程代理程式在指定時間執行或基於觸發器 (例如資料庫重新整理或電子郵件) 執行。您還
可以檢視已排程代理程式的執行歷程記錄，並變更時間表憑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時間表管
理"(第319頁)。

執行代理程式
通常，代理程式會根據代理程式作者指定的時間表自動執行。但是，如果您要檢查指定事件是否
發生並在這些事件發生時執行指定的任務，則可以隨時手動執行代理程式。
例如，在銷售人員完成了其月銷售定額的 75％ 時，建立了一個代理程式，以向他們傳送電子郵
件。代理程式會提示輸入銷售區域。如果銷售經理指定西班牙，則電子郵件將僅傳送給西班牙的
銷售人員。
您必須具有執行代理程式的執行權限。必須對包含該代理程式的資料夾具有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您要執行的代理程式旁邊的 [動作] 工具列上，按一下 [用選
項執行] 按鈕

。

2. 在 [時間] 下，按一下 [現在] 以立即執行代理程式，或按一下 [稍後] 以指定稍後的日期和時
間。
3. 如果您希望代理程式提示輸入值以篩選其擷取的結果，請在 [提示值] 下選取 [提示輸入值] 核
選方塊。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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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 [執行]。
螢幕將顯示確認頁面。
如果代理程式規格或模型包括提示，或您具有對多個資料來源連結或登入的存取權限，則系
統將提示您輸入值。
5. 若要檢視代理程式的執行歷程記錄，請選取 [關閉此對話方塊後，檢視此代理程式的詳情]。
6. 按一下 [確定]。
選項將僅覆蓋目前執行的預設代理程式選項。

變更預設代理程式性質
您可以變更在 Event Studio 中為代理程式設定的預設值，例如是否使用提示值以及是否作為所有人
執行。如果代理程式包含以 [我的資料夾] 為目標的一個或多個任務，並且是所有人以外的人執行
該代理程式，則如果未選取 [作為所有人執行]，任務將會失敗。
您可以執行代理程式 (第401頁)，建立代理程式視圖 (第402頁)，以及在 Event Studio 中建立和編輯代
理程式 (第403頁)。
您必須對代理程式具有執行權限。必須對包含該代理程式的資料夾具有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您要執行的代理程式旁邊的 [動作] 工具列上，按一下 [設定
性質] 按鈕

。

2. 按一下 [代理程式] 標籤。
將顯示代理程式中的任務。
3. 在 [預設動作] 下，指定代理程式的預設動作。
4. 如果您希望代理程式提示輸入值以篩選其擷取的結果，請在 [提示值] 下選取 [提示輸入值] 核
選方塊。僅當已在 Event Studio 中為代理程式建立了提示值時，才會顯示 [提示輸入值] 核選方
塊。
5. 如果您希望代理程式使用所有人憑證執行，請按一下在 [作為所有人執行] 下列出的所有人旁
邊的核選方塊。
6. 若要允許使用者將自己新增至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請按一下 [允許使用者將其自身新增至通
知清單] 核選方塊。
7. 按一下 [確定]。
下次代理程式執行時，其會使用這些性質而不是原始預設性質。

建立代理程式視圖
代理程式視圖與代理程式共用事件定義和任務，但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質，例如提示值和作為所有
人執行 (第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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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代理程式視圖不會變更原始代理程式。除對提示清單的變更以外，對原始代理程式的任何變
更均會自動反映在代理程式視圖中。您可以透過檢視代理程式視圖的性質確定其來源代理程式。
代理程式視圖性質還提供至來源代理程式性質的連結。
如果來源代理程式已被刪除或移至其他位置，則 [代理檢視] 圖示
並且至來源代理程式的性質連結將被移除。

會變更以指示中斷的連結，

如果要變更代理程式的性質且不需要保留代理程式的原始性質，則可以變更預設代理程式性質
(第402頁)。如果要將一般代理程式用作新代理程式的基礎，請複製該代理程式 (第275頁)。如果您
希望代理程式顯示在多個位置，請建立一個捷徑 (第266頁)。
若要建立代理程式視圖，您必須對原始代理程式具有執行或讀取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您要用來建立代理程式視圖的代理程式。
2. 在 [動作] 下，按一下代理程式旁邊的 [代理檢視] 圖示

。

3. 在 [名稱] 方塊中，鍵入項目的名稱。
4. 如果需要，可以在 [說明] 和 [螢幕提示] 方塊中鍵入項目的說明。
當您將偏好設定設為使用明細檢視時，該說明將顯示在入口網站中(第283頁)。當您將指標懸
停在入口網站中該項目的圖示上時，將顯示螢幕提示 (最多 100 個字元)。
5. 如果不想使用 [位置] 下顯示的目標資料夾，請選擇其他位置，按一下 [選取另一個資料夾]，
選取目標資料夾，然後按一下 [確定]。
6. 按一下 [完成]。
在入口網站中，代理程式視圖項目由 [代理檢視] 圖示

標識。

代理程式視圖與原始項目具有相同的執行選項和性質。如需有關變更代理程式性質的資訊，請參
閱"項目性質"(第268頁)。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開啟或建立代理程式
您可以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開啟或建立代理程式，然後在 Event Studio 中使用它們。
若要在 Event Studio 中開啟既有代理程式，請執行以下作業：
●

在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中，按一下該代理程式。

若要在 Event Studio 中建立新代理程式，請執行以下作業：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Event Studio]。

如需有關使用 Event Studio 的資訊，請參閱《Even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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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理程式啟用提示清單
透過授予使用者將提示清單新增至代理程式的權限，使用者可監控對其非常重要的業務事件。透
過此權限，使用者可以將自己新增至提示清單 (第404頁)，還可以在執行代理程式和相關聯的任務
時，作為密件副本收件人收到電子郵件提示。
將提示清單新增至代理程式的權限不會擴展至與該代理程式相關聯的代理程式視圖。您必須對代
理程式視圖單獨授予權限。
若要授予提示清單權限，您必須對代理程式具有執行權限並對包含該代理程式的資料夾具有遍訪
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您要為其啟用提示清單的代理程式旁邊，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2. 按一下 [代理程式] 標籤，並選取 [允許使用者將其自身新增至通知清單] 核選方塊。
無論何時根據時間表交互執行代理程式或在背景執行代理程式，均會傳送電子郵件。

將自己新增至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或從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中
移除
由於代理程式監控重要的業務事件，您可能希望將自己新增至該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訂閱提示
清單後，您會在該代理程式執行時收到電子郵件通知。您還可以將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作為監視
項目進行檢視和管理。
將自己新增至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不會將您自動新增至任何與該代理程式相關聯的代理程式視圖
的提示清單。如果您希望收到代理程式視圖的提示，您必須將自己新增至該代理程式視圖的提示
清單。
代理程式作者必須隨代理程式包括電子郵件任務，並為該代理程式啟用提示清單 (第404頁)。
若要將自己新增至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您必須對該代理程式具有讀取和遍訪權限。您還必須在
LDAP 安全性設定檔或在 [我的偏好設定] 的 [個人] 標籤中定義一個電子郵件位址。另外，您必須
與排程該代理程式的人員同屬於一個名稱環境。

針對一個提示清單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所需的代理程式。
2.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3. 按一下 [請將我新增至提示清單]

或 [將我從提示清單中移除]

。

4. 按一下 [確定]。
註意監視項目清單中示清單的變更。若要檢視監視項目，請從 [我的區域選項] 功能表中，按一下
[我的監視項目]。

將自己從多個提示清單中移除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圖示、[我的監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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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提示] 標籤上，選取要從提示清單中刪除的提示。
3. 按一下 [請將我從通知清單移除] 按鈕。

從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中移除所有使用者
您可以從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中移除所有使用者。目前位於提示清單上的任何使用者都將被移除。
如需有關提示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將自己新增至代理程式的提示清單或從代理程式的提示清
單中移除"(第404頁)。
您必須對代理程式具有設定政策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所需的代理程式。
2.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更多]。
3. 按一下 [請從提示清單移除全部]。

接收新聞項目標題
代理程式的建立者可以指定在事件發生時將新聞項目標題公佈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資
料夾。為了能夠將標題讀取為 RSS 樣式的清單，您必須在包括 IBM Cognos Navigator 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 (顯示在其中公佈標題的資料夾) 的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對頁面進行設定。編輯該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的性質以將項目作為新聞清單進行檢視。如需說明，請參閱"頁面和儀表板"(第289頁)。
如需有關新聞項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Even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檢視最新事件清單
最新事件清單會將目前資料與上次執行代理程式的資料進行比較，並按事件狀態對事件進行分組。
例如，建立了一個代理程式，用於告知您資料庫中任何銷售人員的產品銷售量發生變更的時間。
該代理程式第一次執行時，最新事件清單將所有銷售識別為新事件。

產品編號

銷售人員

銷售量

3345

Ashley McCormick

25

3345

Bayard Lopes

15

2256

Alessandra Torta

100

新事件

該代理程式第二次執行時，其尋找隨後的產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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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

銷售人員

銷售量

3345

Ashley McCormick

35

3345

Bayard Lopes

15

2256

Ashley McCormick

15

2256

Alessandra Torta

150

如果您現在檢視最新事件清單，您會看到以下清單：

產品編號

銷售人員

銷售量

Ashley McCormick

15

Bayard Lopes

15

3345

Ashley McCormick

35

2256

Alessandra Torta

150

新事件
2256
正在進行 (未變更)
3345
正在進行 (已變更)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找到所需的代理程式。
2. 在 [動作] 下，按一下 [設定性質] 圖示。
3. 按一下 [代理程式] 標籤。
4. 在 [預設動作] 下，按一下 [檢視最新事件清單]。
5.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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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任務收件匣中，您會看到三種類型的人力任務：核准請求、
ad-hoc 任務和通知請求。
可以自以下項建立任務
●

Event Studio (通知請求和核准請求)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Even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 [我的收件匣] 區域 (通知請求和 Ad-hoc 任務) (第409頁)

●

為報表設定的監視規則 (僅通知請求) (第384頁)

開啟任務收件匣
您可以從以下位置開啟任務收件匣
●

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歡迎頁面中，按一下 [我的收件匣]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然後按一
下 [我的收件匣]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您的任務收件匣中包含將您作為指定收件者的核准請求、Ad-hoc 任務和通知請求。
任務收件匣顯示在窗格頂部。依預設，對於每項任務，您都可以查看任務類型、優先順序、主題、
所有人、狀態和收到任務的日期。另外，如果您將滑鼠指標懸停在某個任務上，會顯示包含更多
任務明細的跳出式視窗。
您可以透過選取任務來查看其明細。任務明細顯示在閱讀窗格中。如果任務包含附件 (例如報表)，
則您可以按兩下以檢視該報表。

提示
●

若要檢視任務的截止日期而非接收日期，請從 [顯示接收日期] 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下一個截止
日期]。

●

若要檢視已歸檔任務，請按一下 [檔案庫] 標籤。

篩選您收件匣中的任務
依預設，您的任務收件匣中包含與您相關的所有任務。您可以設定一個篩選器，以僅檢視一部分
任務。可以將以下內容設定為篩選依據
●

任務類型 (任務或通知)

●

優先順序 (低、中或高)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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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態 (未開始、已開始、已完成、已取消)

●

日期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對於每個您要設定的篩選器，您可以從篩選器名稱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所需篩選器選項。
例如，若要僅檢視通知請求任務，請從 [所有類型] 篩選器中取 [通知]。
篩選器名稱會發生更新，以顯示目前的篩選器。

核准請求和 Ad-hoc 任務
您可以使用 Event Studio 建立核准請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Even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您可以從任務收件匣中建立 ad-hoc 任務 (第409頁)。
核准請求或 ad-hoc 任務可具有多個收件者：
●

任務所有人 - 一個特定使用者

●

潛在的所有人 - 多個使用者、群組、角色或通訊群組清單

●

利益關係人 - 一個或多個利害當事人 (他們不是潛在的所有人)。

如果某個任務只有一位潛在的所有人，則該使用者會自動成為任務所有人。如果某個任務有多個
潛在的所有人，則宣告該任務的使用者就成為任務所有人。
可以透過一個或多個利害關係人建立任務，但不能透過所有人或多個潛在的所有人建立任務。在
這種情況下，建立任務後，利益關係人可以指定潛在的所有人。

任務狀態
核准請求或 Ad-hoc 任務的狀態可以是以下之一：
●

未開始 - 任務在等待開始。

●

已開始 - 任務具備所有人並且正在進行中。

●

已完成 - 所有人已經完成任務。

●

已取消 - 任務已被收件者取消。

檢視備註
您可以檢視由其他收件者新增的附註，也可以稽核由系統記錄的歷程記錄附註。
您還可以將自己的附註新增至任務 (第413頁)。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想要檢視其附註的任務，然後在閱讀窗格中按一下 [討論] 標籤。
依預設，僅顯示使用者備註。
408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28：管理人力任務
3. 從附註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您想要檢視的附註類型。
您可以檢視所有使用者附註和稽核附註，或依附註類型篩選顯示的附註。

訂閱電子郵件通知
在建立任務時設定預設通知選項。您可以變更任何具有 [未開始] 或 [已開始] 狀態之任務的訂閱。
在以下情況下，您可以選擇接收或停止接收通知
●

到了開始日期仍未開始任務

●

到了截止日期仍未完成任務

●

任務的狀態發生變更 (已開始、已完成或已取消)

●

任務的所有人發生變更

●

為任務新增了使用者附註

附註
●

會向任務所有人傳送通知，並將通知複製給所有利益關係人。

●

變更任務狀態或所有人的收件者，或新增使用者附註的收件者不會收到相關聯的通知。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變更通知訂閱的任務，然後在閱讀窗格中按一下 [通知選項] 標籤。
3. 選取要接收通知的相應核選方塊，並清除不需要的方塊。
4. 按一下 [儲存]。

建立 Ad-hoc 任務
建立 ad-hoc 任務，以向指定收件者的任務收件匣傳送任務。
建立 ad-hoc 任務時，可以為其新增期限。或者，也可由潛在所有人或利益關係人以後在自己的任
務收件匣中更新該任務，以新增期限。
您可以在以下情況下為任務所有人設定通知選項，以接收電子郵件
●

到了截止日期仍未完成 ad-hoc 任務

●

到了開始日期仍未開始 ad-hoc 任務

附註：也會將這些電子郵件複製給利益關係人。
此外，您可以為任務所有人和所有利益關係人設定通知選項，以便他們在以下情況下接收電子郵
件：
●

ad-hoc 任務的狀態發生變更 (已開始、已完成或已取消)

●

ad-hoc 任務的所有人發生變更

●

為 ad-hoc 任務新增了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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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潛在所有人和利益關係人可以在自己的任務收件匣中更新該任務，以取消訂閱接收特定通
知。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從任務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新增任務]

。

3. 在閱讀窗格中，按一下 [新增/移除收件人]。
隨即會顯示 [選取收件者] 頁面。
4. 選取要新增為潛在所有人和利益關係人的所需使用者、群組、角色和通訊群組清單。
●

若要從列示的項目中進行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角色
或通訊群組清單旁邊的核選方塊。
提示：若要使使用者項目可見，請按一下清單中的 [顯示使用者]。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
搜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 找到所需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

若要鍵入您要新增的項目的名稱，請按一下 [類型] 並使用以下格式鍵入群組、角色或使
用者的名稱，其中使用分號 (;) 隔開每個項目：
namespace/group_name;namespace/role_name;namespace/user_name;
範例如下：
Cognos/Authors;LDAP/scarter;

5. 按一下 [潛在的所有人] 或 [利益關係人] 箭頭按鈕，以更新 [所選項目] 清單，然後按一下 [確
定]。
提示：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這些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若要選取清單
中的所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
6. 按一下 [確定]。
7. 在 [主旨] 方塊中，鍵入任務的主旨。
8. 如果需要，可在 [到期日期] 方塊中新增任務的完成期限。
9. 如果需要，可在 [啟動時間] 方塊中新增任務的開始期限。
10. 從 [優先順序] 清單中選取優先順序。
11. 在 [訊息] 方塊中，直接鍵入文字。
12. 若要新增連結，請按一下 [新增連結]，選取所需項目，按一下箭頭按鈕以更新 [所選項目] 清
單，然後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移除連結，請選取它們並按一下 [移除連結]。
13. 若要設定通知選項，請按一下 [進階]，否則請移至步驟 16。
14. 根據需要選取任務建立和期限通知選項：
●

如果在開始日期未開始，則發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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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在截止日期完成，則發送通知

15. 根據需要選取核准請求變更通知選項：
●

已開始

●

附註

●

已變更所有人

●

已完成

●

已取消

16. 按一下 [儲存]。

對核准請求或 Ad-hoc 任務執行動作
可對核准請求或 ad-hoc 任務執行的動作因接收者類型而異。下表總結了每種類型的收件者可以執
行的動作。

動作

潛在的所有人

所有人

關係人

宣告對任務的所有權
變更任務的收件者
撤銷對任務的所有權
為任務設定期限
變更任務的優先順序
新增任務備註
開始或停止任務
完成任務
取消任務

宣告任務
如果您是尚未宣告的任務的潛在所有人，則您可以宣告任務。而該任務將歸您所有。
附註：如果您是某個任務的唯一潛在所有人，則該任務自動歸您所有。在這種情況下，無須宣告
任務。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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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您要宣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閱讀窗格中的 [使我成為所有人]。

變更任務的收件者
所有任務收件者都可以變更任務的目前所有人。另外，他們可以新增或移除任務的潛在所有人和
利益關係人。任務的狀態必須是未開始或已開始。
附註︰如果您是任務的所有人，則您可以撤銷對任務的所有權 (第413頁)。

變更目前所有人的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變更其目前所有人的任務，然後按一下閱讀窗格中的 [變更所有人]。
將顯示 [選取使用者] 頁面。
3. 選取使用者。
●

若要從所列示的項目中進行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所需的使用者。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搜
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 找到所需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4. 按一下 [確定]。
5. 按一下 [儲存]。

變更潛在的所有人和利益關係人的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變更其潛在所有人和利益關係人的任務，然後按一下閱讀窗格中的 [新增/移除收件
者]。
隨即會顯示 [選取收件者] 頁面。
3. 選取所需的使用者、群組、角色和通訊群組清單。
●

若要從列示的項目中進行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角色
或通訊群組清單旁邊的核選方塊。
提示：若要使使用者項目可見，請按一下清單中的 [顯示使用者]。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
搜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 找到所需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

若要鍵入您要新增的項目的名稱，請按一下 [類型] 並使用以下格式鍵入群組、角色或使
用者的名稱，其中使用分號 (;) 隔開每個項目：
namespace/group_name;namespace/role_name;namespace/user_name;
範例如下：
Cognos/Authors;LDAP/scarter;

4. 按一下 [潛在的所有人] 或 [利益關係人] 箭頭按鈕，以更新 [所選項目] 清單，然後按一下 [確
定]。

412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28：管理人力任務
提示：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這些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若要選取清單
中的所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
5. 按一下 [確定]。
6. 按一下 [儲存]。

撤銷對任務的所有權
如果您是任務的所有人，您可以將您自己從任務所有人中移除。這會將所有人變更為未宣告，將
任務的狀態變更為未開始。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撤銷的任務，然後在閱讀窗格中選取 [移除我的所有人角色]。

為任務設定期限
所有任務收件者都可以為具有 [未開始] 或 [已開始] 狀態的核准請求或 ad-hoc 任務新增開始日期或
截止日期。他們還可以修改既有期限。
在設定通知的情況下，如果任務在所需時間未開始或未完成，系統會向所有訂閱的潛在所有人和
利益關係人傳送電子郵件通知。如需有關通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訂閱電子郵件通知"(第409頁)。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要更新其期限的任務。
3. 如果需要，可在 [到期日期] 方塊中新增任務的完成期限。
4. 如果需要，可在 [啟動時間] 方塊中新增任務的開始期限。
5. 按一下 [儲存]。

變更任務的優先順序
任務的優先順序在建立任務時就已設定。任何任務收件者都可變更具有 [未完成] 或 [已完成] 狀態
之任務的優先順序。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變更優先順序的任務，然後從閱讀窗格中的 [優先順序] 清單中選取優先順序。
3. 按一下 [儲存]。

新增任務備註
所有任務收件者都可以新增任務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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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檢視任務中新增附註的資訊，請參閱"檢視備註"(第408頁)。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對其新增附註的任務，然後按一下閱讀窗格中的 [討論] 標籤。
3. 按一下 [新增附註]

，在顯示的視窗中鍵入附註，然後按一下 [確定]。

4. 按一下 [儲存]。

開始或停止任務
如果您是尚未開始的任務的所有人，則您可以開始任務。這會將狀態變更為已開始，以便其他任
務收件者可以檢視您的任務的進度。
潛在所有人也可以開始未宣告的任務。這一使用者也隨之成為該任務的所有人。
如果歸您所有的任務已開始，則您可以停止該任務。這會將狀態變更為未開始。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開始的任務，然後從閱讀窗格中的 [狀態] 下拉式清單選取 [開始任務]。
提示：若要停止已經開始的任務，請從 [狀態] 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未開始]。
3. 按一下 [儲存]。

完成任務
如果您是具有 [未開始] 或 [已開始] 狀態之任務的所有人，則您可以透過執行所需動作來完成該任
務。所需的動作因任務類型而異。
對於 ad-hoc 任務，您必須將任務標記為已完成。
對於核准請求任務，所需動作取決於任務建立者對任務的設定。您必須執行以下動作之一：
●

核准或拒絕請求
對於此類核准請求，您必須從任務收件匣核准或拒絕請求，以完成任務。
根據任務的設定，完成任務可能會導致其他動作的執行。例如，如果您核准分發報表的請求，
則當任務完成時，報表可能會自動分發。如果該請求被拒絕，則不會發生進一步動作。

●

指定要核准和執行的剩余任務
此類核准請求包含排程為在任務完成之後執行的一個或多個任務。
任務。

完成 Ad-Hoc 任務的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完成的任務，然後按一下 [標記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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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的狀態變更為已完成。

核准或拒絕請求的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完成的任務，並在閱讀窗格中檢視明細。
3. 如果需要，可在 [附註] 方塊中新增附註，以解釋您的決定。
4. 按一下 [核准] 或 [拒絕]，以完成任務。
附註：[核准] 和 [拒絕] 是預設按鈕名稱。建立任務的使用者使用的可能是與預設名稱不同的
自訂按鈕名稱。
任務的狀態變更為已完成。

指定要核准和執行的剩余任務的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完成的任務，並在閱讀窗格中檢視明細。
3. 選取要核准的剩余任務，然後按一下 [提交]。
附註：[提交] 是預設按鈕名稱。建立任務的使用者使用的可能是與預設名稱不同的自訂按鈕
名稱。
任務的狀態變更為已完成。

取消任務
任務所有人或利益關係人可以取消具有 [未開始] 或 [已開始] 狀態的核准請求或 ad-hoc 任務。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取消的任務，然後在閱讀窗格中按一下 [標記為已取消]。
任務的狀態會變更為 [已取消]。

通知請求
您可以透過以下項目建立通知請求
●

Event Studio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Even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

您的任務收件匣 (第416頁)

●

為報表設定的監視規則 (第384頁)

通知請求可具有多個收件者：
●

向其傳送請求的使用者、群組、角色和通訊群組清單

●

向其複製請求的利益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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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收件者在自己的任務件匣中都被指定為所有人。
通知請求的狀態可以為：
●

未讀取 - 收件者尚未開啟請求

●

讀取 - 收件者已開啟請求

●

已確認 - 接收請求的收件者已確認請求

確認
建立通知請求之後，可以規定接收請求的收件者需要進行確認。
附註：利益關係人不需要確認通知請求。

期限
建立通知請求之後，應加入一個確認期限。 如果任何收件者沒有在指定的天數內確認通知，則
系統會向所有尚未確認請求的收件者傳送電子郵件通知，並將電子郵件通知複製給所有利益關係
人。
當所需的所有收件者都已確認請求後，會取消期限。

建立通知請求
將通知請求新增至代理程式，以將與事件相關的安全性通知傳送至指定收件者的收件匣。您可以
請求確認，並新增一個確認期限。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從任務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新增通知]

。

3. 在閱讀窗格中按一下 [新增/移除收件人]。
隨即會顯示 [選取收件者] 頁面。
4. 選取所需的使用者、群組、角色和通訊群組清單，以新增為收件者。
●

若要從列示的項目中進行選擇，請按一下相應的名稱環境，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角色
或通訊群組清單旁邊的核選方塊。
提示：若要使使用者項目可見，請按一下清單中的 [顯示使用者]。

●

若要搜尋項目，請按一下 [搜尋]，然後在 [搜尋字串] 方塊中鍵入想要搜尋的片語。 如需
搜尋選項，請按一下 [編輯]。 找到所需項目並按一下該項目。

●

若要鍵入您要新增的項目的名稱，請按一下 [類型] 並使用以下格式鍵入群組、角色或使
用者的名稱，其中使用分號 (;) 隔開每個項目：
namespace/group_name;namespace/role_name;namespace/user_name;
範例如下：
Cognos/Authors;LDAP/scarter;

5. 按一下 [收件者] 或 [副本] 箭頭按鈕，以更新 [所選項目] 清單，然後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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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若要從 [所選項目] 清單中移除項目，請選取這些項目並按一下 [移除]。 若要選取清單
中的所有項目，請按一下清單左上角的核選方塊。
6. 按一下 [確定]。
7. 在 [主題] 方塊中，鍵入通知請求的主題。
8. 在 [訊息] 方塊中，直接鍵入文字。
9. 若要新增連結，請按一下 [新增連結]，選取所需項目，按一下箭頭按鈕以更新 [所選項目] 清
單，然後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移除連結，請選取它們並按一下 [移除連結]。
10. 若要設定通知選項，請按一下 [進階]，否則請移至步驟 13。
11. 若要請求獲得接收通知的每個收件者的確認，請選取 [請求確認] 方塊。
12. 若要向在指定日期內未確認請求的收件者傳送電子郵件通知，並抄送給每個利益關係人，請
選取 [如果未在此日期確認就傳送通知] 方塊，然後選取所需的日期。
13. 按一下 [儲存]。

讀取和確認通知請求
新通知請求在您任務收件匣中的狀態為 [未讀取]。您可以讀取通知請求，如果您是請求要傳送給
的收件者，則可以確認請求 (如果需要)。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您要讀取的未讀取通知請求，並在閱讀窗格中檢視明細。
通知請求的狀態會變更為 [讀取]。
附註：
●

如果您的使用者名稱顯示在 [收件者] 清單中，則您是通知請求的收件者。如果使用者名
稱顯示在 [副本] 清單中，則您屬於做為通知請求複製目標的利益關係人。

●

如果為通知請求設定了期限，則該期限會顯示在 期限] 方塊中。

3. 如果您的使用者名稱顯示在 [收件者] 清單中，並且需要進行確認，請按一下 [確認]。
通知請求的狀態會變更為 [已確認]。

歸檔任務
歸檔是從收件匣中移除不需要的任務的一種方法。歸檔任務後，任務在 IBM® Cognos®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仍處於作用中狀態，其他任務收件者可繼續使用它們。任何與已歸檔任務相關聯的
通知也會保持處於作用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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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檔案庫中刪除的任務仍然處於作用中狀態，但是您已無法再檢視它們。

步驟
1.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
2. 選取要歸檔的任務，然後按一下 [移至] 下拉式清單中的 [檔案庫]

。

檢視任務檔案庫
您可以檢視已歸檔任務的清單。

步驟
●

檢視您的任務收件匣，然後按一下 [檔案庫] 標籤。
您可以透過選取任務來查看其明細。任務明細顯示在閱讀窗格中。如果任務包含附件 (例如報
表)，則您可以按兩下以檢視該報表。
提示：
●

若要檢視任務的截止日期而非接收日期，請從 [顯示接收日期] 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顯示截
止日期]。

●

若要返回任務收件匣，請按一下 [收件匣] 標籤。

●

若要刪除不需要的任務，請選取這些任務，然後按一下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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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在 Metric Studio (一種透過在組織的所有層級中監控、分析和報告商業計量資料來管理這些
計量資料的 Web 應用程式) 中建立計量資料。作為管理員，您可以配置安全性、存取 Metric Studio，
建立計量資料套件、執行系統任務 (例如排程和資料載入，以及檢視工作歷程記錄)。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這些任務。
如需有關管理 IBM Cognos 軟體安全性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初始安全性"(第259頁)。

建立計量資料套件
在使用者可以使用 Metric Studio 之前，您必須使用新增計量資料套件精靈來建立至少一個計量資
料套件。計量資料套件是 Metric Studio 應用程式的 IBM® Cognos® Connection 表現法。計量資料套
件包含該應用程式的連線資訊、報表和計量資料管理任務。計量資料套件內容儲存在 Metric Store
中。
您可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工具列中開啟新增計量資料套件精靈。使用精靈來定義計量資
料套件名稱以及 Metric Store 的資料來源連結。對於新的 Metric Store，您還可以提供初始化資料庫
所需的資訊 (包括會計年度的起始日期和結束日期)。
建立計量資料套件時，它包含若干預設報表。如果安裝了 Report Studio，則您可以在 Report Studio
中開啟這些報表。如果尚未安裝，您可以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開啟它們。如需有關 IBM Cognos
報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報表和 Cube"(第365頁)。
若要建立計量資料套件，您必須具有對 Metric Studio 管理安全功能的執行權限和管理安全功能的
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新計量資料套件] 按鈕

。

2. 為 Metric Studio 應用程式鍵入名稱和說明，以表示此計量資料套件，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3. 按一下 [新增資料來源]。
4. 為 Metric Store 的資料來源連結鍵入名稱和說明 (該 Metric Store 包含此計量資料套件的內容)，
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5. 在 [類型] 方塊中，按一下資料庫類型。
6. 選取隔離層級，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7. 指定資料庫類型所需的資訊：
●

對於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庫，請鍵入資料庫伺服器的名稱和資料庫稱。在 [登入]
下，選取 [密碼] 和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入] 核選方塊，然後鍵入具有資料
庫存取權限之使用者帳戶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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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Oracle 資料庫，鍵入連線字串。依次選取 [使用者 ID]、[密碼] 和 [建立「任何人」群
組可以使用的登入] 核選方塊，然後鍵入具有資料庫存取權限之使用者帳戶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

●

對於 DB2® 資料庫，請鍵入資料庫的名稱、連線字串和對照順序。依次選取 [使用者 ID]、
[密碼] 和 [建立「任何人」群組可以使用的登入] 核選方塊，然後鍵入具有資料庫存取權
限之使用者帳戶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

提示：若要測試參數是否正確，請按一下 [測試]。
8. 按一下 [測試]，然後按一下 [完成]。
9. 按一下 [新資料來源]，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10. 按一下 [下一步]，然後按照提示提供初始化資料庫的必要資訊。查看彙總資料來源明細和
Metric Store 設定的頁面時，請按一下 [初始化]。
11. 選取 [關閉精靈後，使用 Metric Studio 開啟此套件] 然後按一下 [完成]。
隨即開啟 Metric Studio，並且新的計量資料套件會顯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

變更套件的預設動作
按一下套件名稱後，預設動作會透過入口網站中套件名稱左側的圖示來顯示。
如果 [檢視計量資料套件內容] 圖示

可見，則會顯示套件內容。

如果 [使用 Metric Studio 開啟] 圖示

可見，則會在 Metric Studio 中開啟套件。這是預設設定。

若要變更套件的預設動作，請執行以下作業：
●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套件的 [設定性質] 按鈕，然後選取所需的預設動作。

執行計量資料任務
若要執行計量資料任務，您必須具有對 Metric Studio 管理安全功能的執行權限以及對管理安全功
能的遍訪權限。
您可以立即執行計量資料任務，或者對其進行排程，以日後執行或週期性執行。

立即執行任務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中，開啟所需的 Metric Studio
套件。
提示：除非您變更了套件的預設動作，否則按一下套件名稱，該套件即會在 Metric Studio 中開
啟。
2. 按一下 [計量資料維護]，然後按一下您要執行的計量資料任務。

排程任務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中，開啟所需的 Metric Studio 套件。
2. 按一下 [計量資料維護]，然後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用選項執行]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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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稍後]，然後輸入您希望任務執行的時間。
您還可以將任務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並檢視已排程任務的清單。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時間表管理"(第319頁)。

刪除計量資料任務
您也可以修改計量資料任務。
您必須對您要嘗試刪除的任務具有寫入權限或設定政策權限。您還必須具有對目前套件的寫入和
遍訪權限。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中，選取您要刪除的任務旁
邊的核選方塊。
2.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刪除] 按鈕

。

隨即顯示確認方塊。
3. 按一下 [確定]。

修改計量資料任務
如果要修改既有計量資料任務以符合組織的需要，您可以自訂選項。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中，開啟所需的 Metric Studio
套件。
2. 按一下您要修改的計量資料任務右側 [動作] 工具列上的 [設定性質] 按鈕

。

3. 根據您要變更的內容，按一下 [計量資料維護]、[計量資料匯入] 或 [計量資料匯出] 標籤。
4. 選取或清除您要變更的選項之核選方塊。
5. 按一下 [確定]。

計量資料匯入任務
計量資料套件具有可用於匯入和傳輸資料的預設匯入任務。您可以照常執行這些任務 (第420頁)，
對其進行修改以符合組織的需求 (第421頁)，或建立新的匯入任務 (第422頁)。
計量資料套件的 [計量資料維護] 資料夾中提供這些預設任務。

將資料從檔案匯入至資料轉換區域
您可以使用此任務來將資料從以 Tab 分隔的檔案載入到資料轉換表中。如果目前在試算表或資料
庫中維護資料，這會很有用。可隨時執行此任務，而不會變更 Metric Studio 中顯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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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料從檔案匯入並傳輸至 Metric Store
您可以使用此任務來將資料從所有資料來源載入到資料轉換表，然後將其傳輸至 Metric Store 中。
資料將顯示在 Metric Studio 中，但不會顯示衍生的值或已計算的計量資料。此任務還會更新搜尋
索引。

將資料從資料轉換區域傳輸至 Metric Store
您也可以使用此任務來將資料從資料轉換表移動到 Metric Store。資料轉換表中的資料可來自匯入
的以 Tab 分隔的檔案或其他來源，例如 Metric Designer。您可在將資料從檔案匯入至資料轉換表
後，執行此任務。此任務還會更新搜尋索引。

建立新計量資料匯入任務
使用此精靈來建立新任務，以便將資料匯入至 Metric Studio。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資料整合工作] 按鈕

，然後按一下

[從檔案匯入新計量資料]。
2. 鍵入名稱和說明以表示此新的匯入任務，如果必要，請變更位置以放置該任務，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3. 按一下 [將資料從資料轉換區域轉移至 Metric Store]，以變更任務的預先匯入和後期匯入選項。
任務執行後，按一下您要使用的選項。按一下 [下一步]。
4. 選取所需的動作：
●

要現在執行或稍後再執行，請依次按一下 [儲存並執行一次]、[完成]。指定執行的時間和
日期。然後按一下 [執行]。審閱執行時間並按一下 [確定]。

●

若要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請按一下 [儲存並排程] 然後按一下 [完成]。然後，
選取頻率以及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然後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暫時關閉時間表，請選取 [關閉時間表] 核選方塊。若要檢視時間表狀態，請
參閱"管理已排程的活動"(第313頁)。

●

若要儲存而不進行排程或執行，請按一下 [僅儲存]，然後按一下 [完成]。

編輯計量資料匯入任務性質
若要編輯計量資料匯入任務，請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顯示在 [設定性質] 頁面的 [計量資料匯入] 標籤上。

性質

。計量資料匯入性質

說明

匯入資料選項：將資料從資料轉換區 新增預先匯入和後期匯入資料選項的核選方塊。
域傳輸至 Metric Store
預先匯入資料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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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後期匯入資料選項

用於重新計算衍生的值、從 Metric Studio 監視清單傳送電
子郵件，以及維護搜尋引擎索引的選項。

作為所有人執行

執行任務時，是否使用所有人憑證 (第242頁)。

計量資料維護任務
計量資料套件具有可用於匯入和轉移資料的預設計量資料維護任務。您可以照常執行這些任務
(第420頁)，對其進行修改以符合組織的需求 (第421頁)，或建立新的匯入任務 (第422頁)。
計量資料套件的 [計量資料維護] 資料夾中提供這些預設任務。

清除資料轉換區域中拒絕的資料記錄
使用此計量資料任務來清除拒絕表。重新載入中繼資料和資料之後，不會自動清除拒絕表。每發
生一次拒絕，都會將其新增至表中。有時，您會需要清除這些表，以避免它們變得過大。完成疑
難排解後，如果您要開始新的載入，則執行此作業。

清除稽核歷程記錄
使用此計量資料任務可從計量資料儲存庫中清除所有既有的稽核記錄資料。

清除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和行事曆資料
使用此任務來刪除實際值、目標值和使用者定義的欄值。此選項還會刪除任何其他基於行事曆的
資料，例如備註、動作以及從 PowerCube 儲存格到計量資料的對映。您要變更行事曆時，使用此
選項。然後，您必須在可以再次使用計量資料套件之前，重新建立行事曆。
警告：清除資料儲存庫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和行事曆資料會徹底重新初始化計量資料套件資料庫。
所有工作將會遺失。

僅清除資料儲存庫計量資料歷程記錄資料
使用此任務來僅刪除實際值、目標值和使用者定義的欄值。

重新計算資料儲存庫中衍生的值
使用此任務來重新計算分數並計算資料儲存庫中衍生的值和彙總資料。您應在將資料載入到資料
儲存庫，或手動新增資料後，執行此任務。不允許同時重新計算程序。此任務還會更新搜尋索引。

讓資料儲存庫使用者與外部名稱環境同步
使用此任務來將使用者資訊從外部名稱環境中複製到 Metric Store。

更新搜尋引擎索引
使用此任務來維護用於在 Metric Studio 中進行搜尋的索引。您應在載入或輸入新資料後，執行此
任務，以確保將新物件納入索引來進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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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計量資料維護
使用此精靈來建立新任務，以維護計量資料資料。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資料整合工作] 按鈕

，然後按一下

[新計量資料維護]。
2. 鍵入名稱和說明以表示此新的維護任務，如果必要，請變更位置以放置該任務，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3. 任務執行後，按一下您要使用的選項，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4. 選取所需的動作：
●

要現在執行或稍後再執行，請依次按一下 [儲存並執行一次]、[完成]。指定執行的時間和
日期。然後按一下 [執行]。審閱執行時間並按一下 [確定]。

●

若要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請按一下 [儲存並排程] 然後按一下 [完成]。然後，
選取頻率以及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然後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暫時關閉時間表，請選取 [關閉時間表] 核選方塊。若要檢視時間表狀態，請
參閱"管理已排程的活動"(第313頁)。

●

若要儲存而不進行排程或執行，請按一下 [僅儲存]，然後按一下 [完成]。

編輯計量資料維護性質
若要編輯計量資料維護任務，請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示在 [設定性質] 頁面的 [計量資料維護] 標籤上。

。計量資料維護性質顯

性質

說明

計量資料資料選項

用於將資料從資料轉換區域移動到 Metric Store 並計算衍生的值和彙總資料
的選項。

清除資料選項

用於清除歷程記錄和行事曆資料、拒絕的資料記錄以及稽核歷程記錄的選
項。

其他選項

用於從 Metric Studio 監視清單傳送電子郵件、同步使用者資訊，以及維護
搜尋引擎索引的選項。

作為所有人執行

執行任務時，是否使用所有人憑證 (第242頁)。

計量資料匯出任務
下表中介紹可以使用新建計量資料匯出精靈匯出的計量資料物件，並闡述了每個物件的匯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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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資料物件

匯出內容

計分卡

匯出 Metric Store 中所有的計分卡 (不包括相關聯的計量資料、報表或圖表)。

計量資料類型

匯出所有計量資料類和計量資料類型性質 (包括方程式)。

計量資料

匯出所有計量資料(不包括計量資料值、相關聯報表、圖表或備註)。請注意，
您將需要相關聯的計分卡、計量資料類型和限定詞，以便將這些計量資料載
入到其他 Metric Store。

商業行事曆

匯出包括行事曆層級和時段的 Metric Studio 商業行事曆。

限定詞

匯出所有限定詞。

報表

匯出所有已與計分卡、計量資料類型、策略、項目和計量資料相關聯的報表。

圖表

匯出所有已與計分卡、計量資料類型、策略、項目和計量資料相關聯的圖表。

動作和專案

匯出所有已與計量資料相關聯的動作和專案。

策略

匯出策略功能的語言表和群組關聯性。

權限

匯出所有已在 Metric Studio 物件上設定的權限。

匯入來源

匯出已在 Metric Studio 中定義的平面檔案和關係匯入來源。

Metric Designer 匯
入來源

匯出已在 Metric Designer 中定義的 Cube 匯入來源，及其相關聯的時間層級和
時段對映、貨幣對映和 reportlet 維度選取。

使用者定義的欄

匯出使用者定義的欄定義。

單位

匯出所有已定義的特殊單位。預設單位的範例是貨幣和百分比。

物件連結

匯出所有連結，包括計分卡量資料、計分卡、報表、圖表、項目、策略等。
您必須匯出連結，以便計量資料顯示在計分卡上，報表和圖表顯示在計分卡
或計量資料上。

自訂 URL 參數

匯出已針對 Metric Studio 物件進行資料轉換的所有特殊參數，以用作 URL 參
數。

監視清單

匯出您訂閱的所有監視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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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建計量資料匯出精靈建立新任務，以將計量資料資料匯出輸出至檔案。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工具列上按一下 [新資料整合工作] 按鈕

，然後按一下

[新計量資料匯出]。
2. 鍵入名稱和說明以表示新的匯出任務，如果必要，請變更位置以放置該任務，然後按一下 [下
一步]。
3. 按一下以清除您不希望匯出的物件，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4. 選取 [所選物件的所有資料]，或者選擇匯出在指定日期後建立或變更的資料，然後按一下 [下
一步]。
5. 在 [計量資料時段] 下，按一下 [所有值] 以匯出整個時段的值，或按一下 [時段的值] 以匯出在
指定時段內建立的值。在 [可用的值類型] 下，選取您要匯出的值，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6. 選取貨幣，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7. 選取匯出安全性參考時要使用的格式。
附註：使用 IBM Cognos 安全性參考將執行得更快。Metric Studio 2.2 格式會依名稱匯出使用者
和群組，這需要進行目錄搜尋。
8. 按一下 [下一步]。
9. 選取語言，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10. 選取您要匯出到的既有計量資料資料檔案庫，或建立一個新的計量資料資料檔案庫。選取字
元集編碼和小數分隔符號值，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11. 審閱匯出任務的所選選項，如果您要變更任何選項，則按一下 [上一步]。如果您已準備好繼
續匯出，則按一下 [下一步]。
12. 選取所需的動作：
●

要現在執行或稍後再執行，請依次按一下 [儲存並執行一次]、[完成]。指定執行的時間和
日期。然後按一下 [執行]。審閱執行時間並按一下 [確定]。

●

若要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請按一下 [儲存並排程] 然後按一下 [完成]。然後，
選取頻率以及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然後按一下 [確定]。
提示：若要暫時關閉時間表，請選取 [關閉時間表] 核選方塊。若要檢視時間表狀態，請
參閱"管理已排程的活動"(第313頁)。

●

若要儲存而不進行排程或執行，請按一下 [僅儲存]，然後按一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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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計量資料匯出性質
您可以編輯計量資料匯出任務的性質。例如，您可能需要為使用者新增語言。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 [動作] 欄中，按一下您要匯出之計量資料物件對應的 [設定
性質] 按鈕

。

2. 按一下 [計量資料匯出] 標籤。
隨即顯示計量資料匯出性質。
3. 在 [作為所有人執行] 方塊中，選擇是否在執行任務時使用所有人憑證 (第242頁)。
4. 按一下 [更新計量資料匯出]。
螢幕將顯示 [審閱摘要] 頁面，該頁面顯示計量資料匯出的目前設定。
5. 根據需要，按 [上一步] 來變更設定。
6. 按一下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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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30：管理索引搜尋
若要使用索引搜尋，您必須建立並管理索引。與索引搜尋有關的其他管理任務包括控制索引的範
圍、調整結果相關性、建議內容，以及與索引內容整合並將索引內容公佈至第三方搜尋引擎。
搜尋結果取決於為內容建立索引的使用者的存取權限，以及搜尋內容的使用者的存取權限。如需
適用於儀表板的索引和搜尋規則的資訊，請參閱"適用於儀表板的索引和搜尋規則"(第441頁)。

效能注意事項
某些索引搜尋設定還可能會影響到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整體效能。建議您在獲得在
IBM Cognos 環境中使用索引搜尋的經驗之前，使用索引更新服務、索引資料服務和索引搜尋服務
的預設配置設定。您可以稍後變更預設設定，以變更特定行為或提高效能。
初始索引建立和索引更新需要大量時間，這取決於您的資料集和可用的系統資源。您可以變更配
置設定，以縮短一些安裝類型的索引建立時間 (如果有足夠的系統資源可用)。
索引更新服務和索引資料服務的預設設定假設索引搜尋服務與其他 IBM Cognos 服務共用一個常用
的 Java 實例。對於此類安裝，變更索引搜尋的預設設定以縮短索引建立時間會對 IBM Cognos BI
整體效能產生負面影響。
在它們自己的 Java 實例中部署搜尋服務可顯著提高索引建立和搜尋效能。
我們建議您先對預設設定做一些輕微的調整 (一次只變更一個設定)，然後確定變更是否可以縮短
索引建立時間，之後再進行其他變更。

建立索引更新任務
索引支援 IBM® Cognos® Connection、IBM Cognos Viewer、Query Studio 和 Analysis Studio 中的全文搜
尋選項。您必須執行一次索引更新任務，然後系統才會返回全文內容搜尋結果。
內容發生變更時 (例如重新部署報表時或者從 Content Manager 移除物件時)，索引不會自動更新。
您必須更新索引，才能獲取全部變更。判斷移除的內容是否仍在索引中的一個跡象，是看索引搜
尋的結果是否顯示為中斷的連結圖示而不是預期的圖示。此外，搜尋物件的名稱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顯示為純文字而不是超連結。為確保索引和搜尋結果中反映最新的內容添加和刪除情
況，請定義更新索引的時間表。
若要檢視可建立索引之物件類型的清單，請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按一下 [索引搜尋] 和
[索引]。
提示：若要瞭解上次為某物件建立索引的時間，請在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該物件的 [設定
性質] 圖示。在 [一般] 標籤上，查看 [索引] 性質。如果未顯示 [索引] 性質，則表示尚未為該物件
建立索引。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然後依次按一下 [配置]、[內容管理]。
3. 若要啟動 [新索引更新精靈]，請按一下 [新索引更新] 圖示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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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索引更新項目鍵入唯一名稱 (如果需要)、說明和螢幕提示，選取您要儲存該索引更新項目
的資料夾，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5. 若要在索引更新任務中包括項目，請：
●

在 [包括的內容] 段中按一下 [新增]。

●

選取要包括在索引更新任務中的套件和資料夾。

●

按一下箭頭按鈕，以將選取的項目移至 [所選項目] 清單中。

●

按一下 [確定]。

附註：即使已從索引更新服務中排除的物件類型顯示在索引更新任務中包括的套件、資料夾
或名稱環境中，也無法為其建立索引。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細化索引範圍"(第432頁)。
6. 若要從索引更新任務中排除項目，請：
●

在 [排除的內容] 區段中按一下 [新增]。

●

選取要從索引更新任務中排除的套件和資料夾。

●

按一下箭頭按鈕，以將選取的項目移至 [所選項目] 清單中。

●

按一下 [確定]。

7. 按一下 [下一步]。
8. 選擇所需的動作：
●

要現在執行或稍後再執行，請依次按一下 [儲存並執行一次]、[完成]。指定執行的日期和
時間、內容選項以及更新範圍。如需有關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執行索引更新"(第430
頁)。按一下 [執行]。審閱摘要，然後按一下 [確定]。

●

若要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請按一下 [儲存並排程] 然後按一下 [完成]。然後，
選取頻率、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內容選項以及更新範圍。如需有關選項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執行索引更新"(第430頁)。如需有關排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時間表。

●

若要儲存而不進行排程或執行，請按一下 [僅儲存]，然後按一下 [完成]。

索引更新任務執行一次後，使用者便可以使用全文搜尋。

執行索引更新
當您需要更新或重新建置索引時，可以執行索引更新。例如，您有新物件需要建立索引，或有刪
除的物件應從索引中移除。此外，如果您要設定資料收集選項以包括或排除資料，則也必須執行
索引更新。
若要執行索引更新任務，您必須具有對 Administration 任務安全特性的執行權限以及對 Administration
安全功能的遍訪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和"初始存取權限 "(第731
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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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然後依次按一下 [配置]、[內容管理]。
3. 對於 [索引更新] 任務，請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用選項執行] 圖示。
4. 在 [用選項執行] 頁面中，按一下 [現在] 或 [稍後]。
●

[現在] 會立即執行索引更新

●

[稍後] 會在指定時間執行索引更新。輸入您希望執行索引更新的日期和時間。

您還可以將任務排程為每隔一段時間執行一次，並檢視已排程任務的清單。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時間表管理"(第319頁)。
5. 於 [內容選項] 下，指定要為索引中包括的內容收集的資訊。您必須選取一個或多個內容選項。
請注意，包括實際資料值可進行最全面的搜尋，但是它也需要進行額外的處理並會佔用更多
空間。

選項

說明

性質和中繼資料

對於包括在索引建立任務範圍內的物件以及被選取為「可建立索引的類型」的物件，請指定
為物件性質、相關物件 (例如輸出) 以及中繼資料建立索引。

資料值 - 參考的資
料

指定僅為包括在索引建立任務範圍內的報表、查詢和分析中遇到的表示式所參考的資料建立
索引。所選內容中的模型物件會被忽略。

資料值 - 所有資料

指定為包括在索引建立任務範圍內的模型中遇到的所有資料建立索引。
如果您選擇在索引中包括資料值，則可以設定其他資料收集參數來控制資料收集。如需有關
這些參數的資訊，請參閱"管理資料收集"(第433頁)。
6. 於 [範圍] 下，選取要更新既有索引還是重新建置索引。
您可以指定是僅為上次更新索引後已變更的項目建立索引，還是為所有項目重新建置索引。
7. 按一下 [執行]。

限制內容搜尋
由於索引搜尋會在整個 Content Store 中執行索引，因此結果清單中可能會顯示不恰當的資訊。為
避免向一般使用者展現不需要的資料，我們建議您限制以下內容類型：
●

歸檔內容 - 此內容 (例如未使用的報表) 對任何作用中的業務程序都不再有用。企業可能會歸
檔內容以符合規範要求，或者可能會重新使用此內容的某些方面。

●

預生產內容 - 在使用相同 Content Store 開發和部署 Cognos 內容的情況中，您可能希望限制不
完整、正在開發或測試的內容。

●

專用內容 - 這是維護應用程式的內容，例如，與系統作業相關而不是與應用程式的實際目的
相關的報表。

●

大型資料集 - 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希望透過限制具備較少搜尋值 (例如電話號碼) 的大型資
料集的索引建立來提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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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希望向最終使用者展現此類內容，可以使用下面描述的方法限制此類資訊。您還可以使
用安全性來限制讀取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細化索引範圍
您可以用不同方式控制索引範圍。
您可以從索引更新中排除特定項目類型的所有實例。例如，您可以從未來的索引更新中排除所有
報表範本。
您還可以排除特定項目或項目的一部分。例如，您可以從未來的索引更新中排除套件中的特定維
度。
您可以包括未包含在 Cognos® Content Store 中的 PowerPlay® Cube 和報表。例如，您可以為位於不同
於任何 IBM® Cognos 元件所在電腦的電腦上的 PowerPlay Cube 和報表建立索引。

從索引中排除項目類型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索引搜尋] 標籤上，依次按一下 [索引]、[一般]。
3. 於 [可建立索引的類型] 下，取消選取要從索引中排除的物件。
4. 按一下 [儲存]。
您的變更會在下次索引更新期間生效。

從索引中排除特定項目或項目的一部分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索引搜尋] 標籤上，依次按一下 [索引]、[排除]。
3. 為要排除的每個項目的 [套件名稱]、[物件類型] 和 [物件路徑] 輸入值。
提示：[物件路徑] 可以是您要排除的 IBM Cognos 物件的搜尋路徑或 ID。若要取得搜尋路徑或
ID，請按一下物件的 [設定性質] 按鈕，然後按一下 [檢視搜尋路徑、ID 和 URL]。
4. 按一下 [儲存]。
您的變更會在下次索引更新期間生效。

在索引中包括遠端 PowerPlay 7 Cube 和報表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索引搜尋] 標籤上，依次按一下 [索引]、[PowerPlay 7]。
3. 為要包括的每個 PowerPlay 7 Cube 之 [Gateway]、[編碼]、[區域設置] 和 [使用壓縮] 輸入值。
例如，
●

Gateway = http://localhost/cognos/cgi-bin/ppdscgi.exe

●

編碼 = Windows-1252

●

區域設置 = 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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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壓縮 = true

●

4. 按一下 [儲存]。
您的變更會在下次索引更新期間生效。

管理資料收集
建立 (第429頁)、排程 (第320頁) 或執行索引更新 (第430頁) 時，您可以指定收集資料。如果您選擇
收集資料，則將需要審閱控制資料收集方式的預設設定。例如，您可能需要設定頁面大小或要收
集的最大提示值數目。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索引搜尋] 標籤上，依次按一下 [索引]、[一般]。
3. 於 [資料值集合] 下，審閱以下設定。

設定

說明

頁面大小

指定要在一個請求中從報表伺服器請求的類別子項數。例如，如果維度資料來源中
的度 (例如 Cube) 有 10000 個子類別，則會用以 1000 為單位的群組進行請求，直到
擷取所有層級。
預設值為 1000。

最大提示值 指定要收集的提示值的最大數目。
預設值為 5000。

4. 按一下 [儲存]。
您的變更會在下次索引更新期間生效。

依語言限制索引
您可以指定是否依語言限制索引建立。例如，將值指定為 en、fr 會使索引建立限於英語和法語內
容。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索引搜尋] 標籤上，依次按一下 [索引]、[一般]。
3. 於 [索引區域設置] 下，選擇為所有預設語言還是僅為一個子集建立索引。您必須指定子集的
語言。
預設語言為伺服器區域設置。
4. 按一下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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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變更會在下次索引更新期間生效。

調整結果相關性
您可以調整搜尋結果的相關性，以多多少少地對結果施加一些影響，使其符合指定的搜尋標準。
若要調整搜尋分數的相關性，請使用索引資料服務 CSN.Relevance 進階配置設定。您可以調整特定
物件 (例如報表、PowerPlay® 報表、代理程式和螢幕提示) 的結果相關性。您還可以調整容器物件
(例如資料夾和套件) 的結果相關性。如果是針對容器物件設定的相關性，則結果相關性調整將套
用至參考該容器的所有物件。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索引資料服務參數"(第441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索引搜尋] 標籤上，依次按一下 [儲存]、[進階]。
3. 將 CSN.Relevance 參數新增至進階配置設定清單，並將該值設定為物件的路徑。
例如：
CSN.Relevance.1 = 20;/content/folder[@name=’Sales_2006’]/report[@name=’revenue’]
附註：搜尋路徑特定於某種語言，因此您必須為每種語言都設定單獨的參數。
4. 根據需要輸入其他 CSN.Relevance 參數和值。
附註：您最可以新增 50 個 CSN.Relevance 實例。每個實例都必須附帶編號，以區別於其他
CSN.Relevance 設定。例如，您可以使用 CSN.Relevance.0 到 CSN.Relevance.49 來識別每個設定。
5. 按一下 [儲存]。
在上述範例中，有關「收入」的任何搜尋查詢 (從「Sales_2006」套件返回報表) 將使搜尋結果分數
的相關性增加 20%。如果在設定 CSN.Relevance 之前，搜尋分數的相關性是 45%，則搜尋結果分數
的新相關性是 54%。
若要減小搜尋結果分數的相關性，請使用負數。例如，-10 將使分數的相關性減小 10%。

建議內容
您可以將特定搜尋項目與報表或其他 IBM® Cognos® 物件相關聯。使用者在清單上輸入某術語時，
關聯的 IBM Cognos 物件會顯示在搜尋引擎結果的上方、[建議] 的下方。
例如，您具備一個稱為「總收入 (依國家/地區)」的廣泛使用的報表。您決定將報表與術語「收
入」相關聯，以便該報表可以總是顯示為該搜尋術語的建議結果。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索引搜尋] 標籤上，依次按一下 [搜尋]、[建議]。
3. 於 [項目] 下，選取核選方塊並輸入一個或多個單字。
4. 於 [類型] 下，選取所需的相符方式：
●

[全部字詞] 將與找到所有字詞相符，順序可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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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語] 將與找到所有字詞並且順序相同相符。

●

[精確片語] 將與找到所有字詞、順序相同並且無其他字詞相符。

5. 於 [位置] 下，輸入您想要將其與搜尋術語相關聯的 IBM Cognos 物件搜尋路徑或 ID。若要取得
搜尋路徑或 ID，請按一下物件的 [設定性質] 按鈕，然後按一下 [檢視搜尋路徑、ID 和 URL]。
附註：搜尋路徑特定於某種語言，ID 則不是。
6. 按一下 [儲存]。

與其他搜尋引擎整合
可以將索引搜尋與其他搜尋引擎相結合，以便從企業資料來源而非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或 Web 中擷取搜尋結果。如果您指定其他搜尋引擎，搜尋結果將顯示在索引搜尋結果右側的單獨
窗格中。
索引搜尋可以與以下項目整合：
●

IBM OmniFindTM Enterprise Edition
請確保已將所需的 .jar 檔案複製到您的 IBM Cognos BI 環境中。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
和配置指南》中有關新增 IBM OmniFind Enterprise Edition 搜尋功能的主題。

●

IBM OmniFind Yahoo! Edition

●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

接受 REST 查詢並在 XML (通常以 RSS 或 Atom 格式；索引搜尋包括兩者的型式表) 中返回結
果的任意 Web 搜尋服務

●

IBM Lotus® Connections
請注意，若要成功延伸搜尋以包括 Lotus Connections 內容，則必須為您的環境設定並配置 Lotus
Connections 搜尋索引。您可能需要在 Lotus Connections 中啟用索引搜尋。如需有關管理 Lotus
Connections 搜尋的資訊，請參閱 Lotus Connections 文件。http://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
ltscnnct/v2r0/index.jsp?topic=/com.ibm.connections.25.help/c_admin_homepage_search.html。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索引搜尋] 標籤上，依次按一下 [搜尋]、[相關]。
3. 在 [相關搜尋] 方塊中，按一下您想要使用的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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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性質

IBM OmniFind [主機名稱] 是托管 IBM OmniFind Enterprise Edition 的伺服器名稱。
Enterprise
[連接埠] 是 IBM OmniFind Enterprise Edition 在主機電腦上使用的埠號。
Edition
[集合 ID] 是特定集合 (集合是索引的具名子集，例如 human_resources) 的名稱。如
果為空白，將使用整個索引。
[應用程式名稱] 是要使用的具名搜尋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密碼] 是具名搜尋應用程式的密碼。
[逾時] 是索引搜尋等待搜尋結果返回的最大秒數。預設為 120 秒。
[使用者名稱] 是登入 IBM OmniFind Enterprise Edition 的使用者名稱。
[密碼] 是登入 IBM OmniFind Enterprise Edition 的密碼。
IBM OmniFind [主機名稱] 是托管 IBM OmniFind Yahoo! Edition 的伺服器名稱。
Yahoo! Edition
[連接埠] 是 IBM OmniFind Yahoo! Edition 在主機電腦上使用的埠號。
[集合 ID] 是特定集合 (集合是索引的具名子集，例如 human_resources) 的名稱。如
果為空白，將使用整個索引。
IBM Lotus
Connections

[協定] 為 HTTP 或 HTTPS。
[主機名稱] 為託管 IBM Lotus Connections 之伺服器的名稱。
[通訊埠] 為託管 IBM Lotus Connections 之伺服器所使用的埠號。 預設為 80。
[首頁] 是 Lotus Connections 首頁 URL。
可包括在搜尋中的 IBM Lotus Connections 物件有：[設定檔]、[社區]、[部落格]、
[書籤]、[作業]、[檔案] 和 [Wikis]。
[搜尋 PUBLIC 內容] 指定搜尋僅包括 PUBLIC 內容，而不包括 PRIVATE 內容。
[搜尋 PUBLIC 和 PRIVATE 內容] 指定搜尋同時包括 PUBLIC 和 PRIVATE 內容。
附註：PRIVATE 結果用於使用者執行搜尋，而非用於管理者配置搜尋。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主機名稱] 是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伺服器的名稱。
[連接埠] 是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使用的埠號。
[集合 ID] 是特定集合 (集合是索引的具名子集，例如 human_resources) 的名稱。如
果為空白，將使用整個索引。
[前端] 是用於變更搜尋結果的色彩、字型和設計的前端頁面。預設為 default_
fron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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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性質

其他

[Atom URL] 是搜尋服務的 URL。例如，http://news.google.com/
news?output=atom&q=cognos
[型式表 URL] 是要套用至搜尋結果的型式表之 URL。以下預設型式表對基於 Atom
和 RSS 的搜尋引擎可用：
●

installation_location\configuration\gosearch_atom.xslt

●

installation_location\configuration\gosearch_rss.xslt

將所需的型式表複製到 IBM Cognos BI 可存取的 Web 伺服器。例如，
http://localhost/gosearch_atom.xslt

4. 按一下 [儲存]。

將內容公佈至企業搜尋引擎
若要使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內容對企業搜尋引擎 (例如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可用，
您必須建立並公佈索引搜尋卡。企業搜尋引擎會以索引其他內容的相同方式索引卡，使 Cognos 內
容對搜尋可用。使用者執行企業搜尋時，結果會包括 Cognos 內容。
IBM Cognos 索引搜尋安裝包括指令行工具，您可以執行該工具來建立 IBM Cognos 索引搜尋卡。在
您執行此工具之前，您必須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並執行索引更新任務。如需有關您的
企業搜尋引擎如何索引內容的資訊，請參閱您的企業搜尋引擎文件。
OneBox 整合不需要 IBM Cognos 索引搜尋卡。

安全性考慮事項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或 IBM Cognos 工作室之一執行全文搜尋時，系統會根據使用者的存取權
限篩選結果集。結果集只顯示該使用者有權存取的那些項目。但是，當使用者從第三方企業搜尋
引擎執行搜尋時，結果集可能會顯示一些 Cognos 內容 (例如報表名稱和說明)，而這些內容是該使
用者在 IBM Cognos 入口網站中搜尋時所看不到的內容。這是因為索引搜尋卡和企業搜尋引擎都在
IBM Cognos 安全性框架之外。使用者嘗試從搜尋結果集存取項目時，會套用 IBM Cognos 安全性。
建立索引搜尋卡時，您可以透過使用以下一項或多項技術，來控制 Cognos 內容的安全性：
●

限制卡的數目。
當您建立卡時，可使用僅提供公共內容存取權限的驗證資訊。這樣建立的卡表示索引中參考
項目的子集。當使用者執行企業搜尋時，結果集中僅顯示公共 Cognos 內容。

●

建立不同的卡集。
執行可使用不同驗證資訊多次建立卡的工具。每次您執行該工具，就會建立參考使用者設定
檔已存取的內容的新卡集。如果您使用此技術，您還必須使用企業搜尋引擎的管理工具來管
理集合和安全性。

●

使用企業搜尋引擎管理工具來管理集合和安全性。
您的企業搜尋引擎為不同使用者提供控制可能的結果集的選項。通常，這透過定義不同集合
的內容完成。集合定義可以包括內容位置 (例如 Web 伺服器) 或特定內容 (例如索引搜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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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無法使用這些選項複製 IBM Cognos 安全性設定。您應測試搜尋結果，以確保實現所需
的安全性。
您可以使用以下檔案和資料夾來向企業搜尋引擎展現 IBM Cognos 內容。

路徑和檔案名稱

說明

installation_location\bin\card\card.txt

此文字檔案包含用於建立索引搜尋卡的程序相關資訊，以及您可以根
據環境進行變更的參數。

installation_location\bin\card\card.bat (Windows) 您可以從指令行執行此批次檔案，以建立卡。除非在 IBM Cognos BI
中啟用匿名存取，否則您必須提供名稱環境、使用者 ID 和密碼才可
installation_location\bin\card\card.sh (UNIX)
執行檔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installation_location\bin\card\card.xml

執行 card.bat 之前，請修改此檔案中的參數，以指定關於您環境的明
細。預設設定適用於將所有 IBM Cognos 元件都安裝到同一台電腦上的
概念性驗證安裝。

installation_location\indexes\card

此資料夾是由 card.bat 產生的卡的預設輸出位置。

適用於 Windows 的步驟
1. 在產生索引搜尋卡之前，請將 [索引資料服務] 進階設定 CSN.StoreXML 設定為 true。
如需有關在何處設定 CSN.StoreXML 參數的資訊，請參閱"變更索引資料服務參數"(第441頁)。
如果您要將既有內容儲存為 XML 文件，則需要為其重新建立索引。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ard.xml 檔案。
3. 修改參數，以指定 IBM Cognos 元件的位置並變更其他預設程序設定。
4. 開啟指令提示視窗，然後前往 IBM Cognos BI 安裝位置下的 \bin\card 位置。
5. 執行 card.bat。
依預設，索引搜尋卡會建立在 installation_location\indexes\card 中。請確保企業搜尋引擎具備存取卡
的權限，以用於索引建立。您必須重新產生卡，才能在 Cognos 內容中包括變更。

適用於 UNIX 的步驟
1. 在產生索引搜尋卡之前，請將 [索引資料服務] 進階設定 CSN.StoreXML 設定為 true。
如需有關在何處設定 CSN.StoreXML 參數的資訊，請參閱"變更索引資料服務參數"(第441頁)。
如果您要將既有內容儲存為 XML 文件，則需要為其重新建立索引。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ard.xml 檔案。
3. 修改參數，以指定 IBM Cognos 元件的位置並變更其他預設程序設定。
4. 前往 IBM Cognos 安裝位置下的 \bin\card 位置。
5. 執行 card.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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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預設，索引搜尋卡會建立在 installation_location\indexes\card 中。請確保企業搜尋引擎具備存取卡
的權限，以用於索引建立。您必須重新產生卡，以在 IBM Cognos 內容中包括變更。

在索引中包括存取控制資訊
索引更新服務可以在索引建立期間從 Content Manager 擷取存取控制清單。此選項會佔用其他資源，
但依預設為已開啟，因為它可以加快搜尋速度。
IBM® Lotus® Connections 不支援在搜尋中使用 IBM Cognos® 存取控制清單。這會影響搜尋結果。例
如，如果使用者具有儀表板的存取權限，則可以在搜尋結果中傳回該儀表板。但是，如果存在一
項相關的私人活動，則他們將無法在 IBM Cognos 環境或 Lotus Connections 中檢視該活動。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索引搜尋] 標籤上，依次按一下 [索引]、[一般]。
3. 於 [安全性] 下，審閱以下設定：

設定

說明

對存取控制 指定是否在索引建立期間從 Content Manager 擷取每個物件的存取控制清單。如果已
清單建立索 選取，則會使用內部安全性檢查。如果已取消選取，則會使用 Content Manager 安全
引
性檢查。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您還必須在 [搜尋]、[一般] 以及在 [儲存]、[一般] 中選取 [對存取控制清單建立索
引]。如果三個設定全都不符合，則會使用 Content Manager 安全性檢查。
依預設，已選取所有三個 [對存取控制清單建立索引] 設定。
更新政策

指定當執行完整的索引時是否更新索引存取控制清單。
依預設，已選取該設定。

4. 按一下 [儲存]。
您的變更會在下次索引更新期間生效。

保護搜尋結果
您可以驗證搜尋結果和細化結果，以確保目前的使用者可以存取它們。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索引搜尋] 標籤上，依次按一下 [儲存]、[一般]。
3. 於 [安全性] 下，審閱以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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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說明

保護搜尋結果 如果已選取，則服務提供程式會即時驗證所有搜尋結果，以確保目前的使用者可
以存取列出的結果。如果已取消選取，則不會執行結果驗證。
附註：當在結果清單中存取項目時，總是會執行驗證。此安全性選項控制是否顯
示項目。
依預設，已選取該設定。
對存取控制清 指定在搜尋時是否使用每個物件的索引存取控制清單來確保結果的安全。
單建立索引
依預設，已取消選取該設定。

收集關於索引的統計資料
您可以收集關於索引的統計資料。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索引搜尋] 標籤上，依次按一下 [索引]、[一般]。
3. 於 [索引建立統計資料] 下，審閱以下設定：

設定

說明

啟用

指定是否啟用索引統計資料的收集。統計資料包括建立索引的物件總數、依類型的物
件數、收集的資料值數，以及納入索引的類別數。還包括所有正在執行的執行緒之相
關資訊。統計資料儲存在記錄資料夾的 XML 和 HTML 檔案中。這些檔案在索引建立
期間會時常更新。
依預設，已選取該設定。

4. 按一下 [儲存]。
您的變更會在下次索引更新期間生效。

設定進階參數以控制用於索引更新的資源
您可以設定進階配置參數 CSN.Indexing.Level，以控制索引建立工作對 CPU 和記憶體的使用，從而
管理索引建立工作對可用資源的影響。值「high」指示伺服器專用於 IBM® Cognos® 搜尋和索引建
立，而值「low」指示伺服器在背景中執行索引建立工作。
請注意，作為一般準則，索引建立工作使用的資源取決於伺服器上的可用 CPU 數。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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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往 [索引搜尋]、[索引]、[進階] 頁面，然後使用下表來設定進階參數。

參數

說明

CSN.Indexing.
Level

指定用於搜尋和索引建立的可用資源。
●

高 - 伺服器專用於 IBM Cognos 搜尋和索引建立

●

一般 - 在伺服器上其他應用程式與 IBM Cognos 搜尋共存

●

低 - 在背景中執行 IBM Cognos 搜尋和索引建立

●

除錯 - 用於開發和故障排除

變更索引資料服務參數
以下索引資料服務性質在 [索引搜尋]、[儲存]、[進階] 頁面中進行設定。

參數

說明

CSN.IndexLocation

指定由索引資料服務建立的索引的位置。
預設位置為 installation_location\indexes\csn

CSN.IndexNFSSupport

指定是否支援 UNIX® 網路檔案系統 (NFS)。在 UNIX NFS 上配置索引共用或索引分發時需
要此設定。
預設值為 False。

CSN.StoreXML

指定是否儲存 Content Manager 物件和資料集的 XML 文件。
預設值為 False。

適用於儀表板的索引和搜尋規則
搜尋 IBM® Cognos® BI 內容或 IBM® Lotus® Connections 內容時，有關是否在搜尋結果中列出儀表板
活動的規則，取決於為內容建立索引之使用者的存取權限以及您自己的存取權限。
為內容建立索引時會包括所有公共活動，因此可以在搜尋中擷取這些活動。除非在 Lotus Connections
中變更為公共活動，否則依預設，從儀表板建立的活動為私人活動。
如果為內容建立索引的使用者有權存取特定私人活動，則會在索引中包括此活動。當您搜尋與該
私人活動相符的項目時，將獲得以下結果：
●

如果您具有 Lotus Connections 中的私人活動的存取權限，則該活動所連線的儀表板將在 IBM
Cognos 搜尋結果中列出。該活動還會在 Lotus Connections 結果中列出，前提是您的系統管理員
啟用了公共搜尋和私人搜尋。

●

如果您不具有 Lotus Connections 中的私人活動的存取權限，該活動所連線的儀表板將在 IBM
Cognos 搜尋結果中列出。不會在 Lotus Connections 結果中列出該活動。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441

章節30：管理索引搜尋
如果為內容建立索引的使用者不具有特定私人活動的存取權限，則此項活動將從 IBM Cognos BI 索
引中排除。當您搜尋與該私人活動相符的項目時，將獲得以下結果：
●

如果您具有 Lotus Connections 中的私人活動的存取權限，則該活動所連線的儀表板不會在 IBM
Cognos 搜尋結果中列出。該活動會在 Lotus Connections 結果中列出，前提是您的系統管理員啟
用了公共搜尋和私人搜尋。

●

如果您不具有 Lotus Connections 中的私人活動的存取權限，該活動所連線的儀表板不會在 IBM
Cognos 搜尋結果中列出。不會在 Lotus Connections 結果中列出該活動。

下表展示了控制何時在 Cognos 搜尋結果中對儀表板使用者和執行索引的使用者顯示活動的標準。

儀表板使用者可以看到活動

儀表板使用者無法看到活動

執行索引的使用者可 儀表板在搜尋結果中列出。
以看到活動。
Lotus Connections 活動在搜尋結果中列出。

儀表板在搜尋結果中列出。

執行索引的使用者無 儀表板不在搜尋結果中列出。
法看到活動。
Lotus Connections 活動在搜尋結果中列出。

儀表板不在 Lotus Connections 活動中列出

這是最常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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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us Connections 活動不在搜尋結果中列出。

Lotus Connections 活動不在搜尋結果中列出。

章節31：逐層分析存取
逐層分析存取幫助您建置比單一報表更有效的業務智慧應用程式。逐層分析應用程式是連結的報
表組成的網路，使用者可以瀏覽、保留他們的內容和關注的內容以探究和分析資訊。
例如，您擁有顯示收入的 Analysis Studio 報表，並且您希望能夠逐層分析至顯示計劃收入和實際收
入明細的 Report Studio 報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範例 - 在同一套件中的 OLAP 報表之間逐層
分析"(第453頁)。
另一個範例是列示促銷前 10 名 (依販售商店) 的 Analysis Studio 報表，並且您希望能夠逐層分析至
顯示促銷計劃收入的 Report Studio 報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範例 - 從 OLAP 報表逐層分析到
DMR 報表"(第456頁)。
逐層分析存取透過從來源向目標物件 (通常為報表) 傳遞消息來起作用。您可以透過獲得從來源報
表的選取內容到目標內容 (動態逐層分析) 的系統相符資訊，或透過定義目標中的參數 (參數化逐
層分析) 來定義從來源報表中傳遞的內容。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套件層級 ([啟動]
> [逐層分析定義]) 或報表層級 (Report Studio) 定義來源的逐層分析存取。在套件中，您可以控制逐
層分析定義中逐層分析存取適用的資料範圍。在報表中，可以定義對報表項目的逐層分析存取。

您應瞭解的內容
要使逐層分析連結起作用，您必須瞭解：
●

來源報表是什麼或將是什麼

●

目標報表是什麼或將是什麼

●

來源報表中逐層分析連結的使用者是否具有檢視或執行目標報表的相應權限

●

兩個報表中的資料有何相關
根據基礎資料，您可以建立逐層分析定義並使 IBM CognosBusiness Intelligence 與資料相符 (動
態逐層分析)，或者將來源中繼資料對應至在目標報表或套件中定義的參數 (參數化逐層分析)

●

是執行目標報表還是將其開啟
逐層分析存取的目標通常是已儲存的報表定義。報表可以在 Report Studio、PowerPlay® Studio、
Query Studio 或 Analysis Studio 中建立。逐層分析存取的目標也可以是包含 PowerCube 的套件，
在這種情況下，將建立 PowerCube 的預設視圖。

●

如果目標正在執行，其執行的格式及執行時所使用的篩選器是什麼
如果您不想按要求執行目標報表，則可以連結到已儲存輸出中的書籤。

來源和目標
在 IBM Cognos BI 中，存在多種不同的來源和目標組合。例如，您可以
●

在針對不同資料來源類型的不同套件中建立的報表之間進行逐層分析 (第449頁)，例如從針對
Cube 的分析逐層分析至針對關係資料來源的詳細報表。

●

使用 Report Studio 從一個既有報表逐層分析至其他報表 (第4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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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在 Report Studio、Query Studio、PowerPlay® Studio 和 Analysis Studio 中編寫的 IBM Cognos
Viewer 報表之間進行逐層分析

●

從 Series 7 PowerPlay Web Cube 逐層分析到 IBM Cognos BI 報表 (第464頁)

●

透過使用 URL 傳遞參數來從 Metric Studio 逐層分析到其他 IBM Cognos BI 報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Metric Studio 使用者指南》。

瞭解逐層分析概念
在設定逐層分析存取之前，您必須瞭解有關逐層分析的重要概念。瞭解這些概念將有助於您避免
錯誤，以便報表使用者儘可能高效地進行逐層分析。

逐層分析路徑
您可以在 Report Studio 中的來源報表中建立逐層分析路徑，也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
使用 [逐層分析定義] 建立逐層分析路徑。逐層分析路徑是在從一個報表移動到另一個報表時獲得
的路徑的定義，其中包括資料值在報表之間的傳遞方式。
使用 [逐層分析定義]，您可以建立從來源套件的任何報表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任何其他套
件中任何目標報表的逐層分析路徑。此類型的逐層分析定義儲存在來源套件中。套件中任何報表
的使用者均可使用逐層分析定義在任何套件中的 Analysis Studio、Query Studio、PowerPlay® Studio
或 IBM Cognos Viewer 報表的任意組合之間進行逐層分析。
對於任何包含參數的目標報表，應該將目標參數對映至逐層分析路徑中正確的中繼資料。這樣可
以確保將來源報表中的值傳遞給正確的參數值，以便正確篩選目標報表。如果不對映參數，執行
目標報表時，會向使用者提示需要的值。
基於報表的逐層分析路徑是指在 Report Studio 來源報表中建立和儲存的路徑。此類型的逐層分析
路徑也稱為已編寫的逐層分析。該路徑與來源報表中特定的資料欄、圖表或交叉資料表相關聯，
並且僅在使用者選取了報表的該區域時可用。如果編寫的逐層分析定義可用，則來源報表執行時
會顯示超連結。
基於報表的逐層分析被限制為 Report Studio 來源報表和所有目標報表。當想要將來源報表中的資
料項目值或參數結果傳遞給目標報表、將報表表示式的結果傳遞給目標報表，或將 URL 連結用作
逐層分析定義的一部分時，可以使用此種逐層分析存取類型。

選取內容
選取內容表示使用者在來源中選取的值結構。在 Analysis Studio 中，這包括內容區域。當使用了套
件逐層分析定義時，會將選取內容用於指定對映參數的值 (參數化逐層分析)，還可用於對映相應
的資料項目和值。
也可以定義逐層分析連結以在書籤處開啟目標物件。此書籤的內容也可以由選取內容指定。
可以在大多數 IBM® Cognos®Business Intelligence 工作室的組合之間進行逐層分析存取。已最佳化每
個工作室以適合使用工作室的讀者的目標和技能，某些情況下還會最佳化工作室以適合其要設計
的資料來源類型。因此，您可能需要考慮在不同的工作室之間進行逐層分析時各種工作室如何管
理選取內容，以及如何使資料來源一致。測試或除錯期間，您可以使用逐層分析助手檢視如何在
不同內容中傳遞來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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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層分析到不同的報表格式
逐層分析定義中的設定決定了使用者檢視報表結果的方式。例如，使用者可以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以 HTML 網頁的格式查看報表，也可以在 Query Studio、PowerPlay® Studio 或 Analysis Studio
中開啟報表。如果使用者具有 PowerPlay Studio，那麼他們可能還可以檢視 PowerCube 的預設視圖。
報表可以以 HTML 頁面格式開啟，也可以以 PDF、XML、CSV 或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格式
開啟。定義逐層分析路徑時，您可以選擇輸出格式。如果希望將目標報表用於除線上檢視外的其
他方面，這將非常有用。如果要列印報表，請以 PDF 格式將其輸出；如果要將報表匯出到 Excel
以便進一步處理，請以 Excel 或 CSV 等格式將其輸出。
如果將逐層分析路徑定義為在 Analysis Studio、PowerPlay Studio 或 Query Studio 中建立的報表，則
消費者可以在其 Studio 中 (而非 IBM Cognos Viewer 中) 開啟該報表。如果您希望消費者將逐層分析
目標報表用作分析或查詢工作階段的開始來尋找詳細資訊，這將非常有用。
例如，如果應用程式包含高層級資料的儀表板樣式報表，您可以定義到 Analysis Studio 的逐層分析
連結以調查感興趣的項目。然後可以將 Analysis Studio 視圖逐層分析至 PDF 報表，以便列印。
附註：Report Studio 不顯示資料結果。

在套件之間逐層分析
您可以設定在不同套件之間進行逐層分析存取。兩個套件可以基於不同類型的資料來源，但是存
在某些限制。
下表顯示了支援逐層分析存取的資料來源對映。

來源資料來源

目標資料來源

OLAP

OLAP
附註：僅在資料來源類型相同時 (例如從 SSAS 到 SSAS) 才支援 OLAP 到 OLAP 的逐層分析。

OLAP

維度塑型關係

OLAP

關係資料
附註：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商務鍵"(第448頁)。

維度塑型關係

維度塑型關係

維度塑型關係

關係

關係

關係

書籤參考
逐層分析時，您傳遞的值通常 (但並非永遠) 用於篩選報表。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支援
在已儲存的 PDF 和 HTML 報表中使用書籤，以便使用者可以捲動報表，以基於 URL 參數檢視相
關部分。例如，出於資源方面的考慮，您將某個較大存貨報表排定為在非工作時間按每日或每週
執行。您的使用者可能希望將此報表作為目標進行檢視，因為它包含詳細資訊，但您想要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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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已儲存的輸出，而不是執行此較大報表。使用此 [動作] 選項和書籤設定，使用者可以基於產
品從其他來源位置進行逐層分析，以在顯示其關註產品的頁面上開啟已儲存的報表。
當逐層分析定義中使用來源報表中的書籤時，該書籤可以提供 URL 參數的值。報表消費者使用此
定義進行逐層分析時，即可檢視目標報表的相關部分。
書籤參考被限制為先前執行的以 PDF 或 HTML 格式輸出並包含書籤物件的報表。

成員和值
無論是儲存在 Cube 中的維度塑型資料還是作為維度塑型關係 (DMR) 資料儲存的維度塑型資料，
均會將資料組織到維度中。這些維度包含階層架構。階層架構包含層級。而層級包含成員。
位置為維度的一個範例。位置維度可能包含兩個階層架構：按組織結構的位置和按地理的位置。
這兩個階層架構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包含諸如國家/地區和城市的層級。
成員是層級的實例。例如，紐約和倫敦是城市層級的成員。成員可能具有多個性質，例如人口、
緯度和經度。在內部，成員根據成員唯一名稱 (MUN) (第446頁) 進行識別。MUN 透過哪種方法衍
取決於 Cube 供應商。
關係資料模型由資料主題 (例如員工) 組成，而資料主題由資料項目 (例如名稱或細目) 組成。這些
資料項目具有值，例如彼得 史密斯。
在 IBM® Cognos®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可用的逐層分析方法有：
●

維度 (成員) 到維度 (成員)

●

維度 (成員) 到關係 (資料項目值)

●

關係 (資料項目值) 到關係 (資料項目值)

如果目標參數為成員，則來源必須為成員。來源和目標通常應來自一致維度 (第447頁)。但是，如
果資料支援，您也可以選擇使用來源中繼資料項目的不同性質定義對映。
如果目標參數為值，則來源可以為值或成員。如果來源為維度成員，則必須確保在逐層分析定義
中層級或維度正確對映至目標資料項目。作為成員來源的商務鍵通常應與關係目標值相符，關係
目標值通常為商務鍵 (第448頁)。但是，如果資料支援，您也可以選擇從來源中繼資料項目的說明
定義對映。

成員唯一名稱
成員唯一名稱 (MUN) 是 IBM® Cognos® 報表中成員的唯一識別碼。在報表中直接參考成員時，成
員唯一名稱儲存在報表規格中。MUN 用於在 OLAP 資料來源之間進行逐層分析。對於不同 OLAP
資料來源，MUN 中的成員鍵必須相符。
MUN 用於尋找資料來源中的成員，這與商務鍵用於尋找表格中的記錄相似。例如，在建立 OLAP
維度產品時，您使用 [產品系列] 資料庫欄作為 [產品系列] 層級中成員的標籤。但是，您可以使用
資料庫表中的 [產品系列代碼] 商務鍵來確保所有產品系列在該層級中都是唯一的。用於建立成員
的來源值與資料來源名稱、階層架構和成員唯一名稱中的階層架構資訊結合使用。
如果 MUN 變更，在表示式、篩選器或報表中直接參考的成員將再也無法找到。對 MUN 的變更可
能與其他變更相關。例如，對階層架構和層級結構的變更可能會變更階層架構唯一名稱，對商務
鍵值的變更可能會變更成員鍵路徑。其他可以影響 MUN 的因素有：設計階段或隨時間變化的應
用程式變更、無法預知是否唯一的 IBM Cognos PowerCube 類別代碼、成員數多於測試環境中成員
數的生產環境，或從資料來源中移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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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避免潛在問題，建議您在建置 OLAP 資料來源時採取以下最佳實踐：
●

在維度內為成員鍵使用唯一的代碼和鍵。

●

使用唯一一致值為相似維度中的來源值 (商務鍵) 或可能需要在應用程式之間進行逐層分析的
資料值定義您的 OLAP 和關係套件。

●

確保生產和測試環境中的商務鍵和維度中繼資料結構相同。

●

不要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變更生產環境中的商務鍵。

●

在建置 Cube 之前，解決資料來源中維度內的非唯一鍵。
在建置 PowerCube 之前，確保維度的所有層級中都不存在重複的來源值。我們不建議在類別
代碼中使用波浪線字元 (~)。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eries7 Step-by-Step Transformer》中有關唯一性的一節。

如需有關從 IBM Cognos Series 7 移轉的 PowerCube 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PowerPlay®移轉和
管理指南》或《Migration Assistant User Guide》。

一致維度
如果使用多個維度資料來源，則您可能會發現部分維度的結構化方式相同，而部分維度的結構化
方式不同。可以不同方式結構化維度的原因在於資料來源可能用於不同的目的。
例如，客戶維度顯示在收入資料儲存中，但不顯示在存貨資料儲存中。但是，產品維度和時間維
度在兩個資料儲中都顯示。
如果顯示在多個資料儲存中的維度的結構對於以下各項都相同，則這些維度一致：
●

階層架構名稱

●

層級名稱

●

層級順序

●

內部鍵

僅當維度一致且維度資料儲存庫為同一供應商類型 (例如將 IBM® Cognos® PowerCube 作為來源和目
標) 時，才可能在不同的維度資料儲存庫之間進行逐層分析。例如，在包含產品和時間維度的收入
和庫存這兩個資料儲存中，可以針對各個資料儲存分別定義產品和時間維度。但是，若要使產品
和時間維度之間的逐層分析起作用，它們在每個資料儲存中的結構必須相同。
如果您不確定您的維度是否一致，則應與資料塑型者核對，以確定逐層分析會產生有意義的結果。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不支援 Framework Manager 為 SAP BW 資料來源產生的一致維度。

維度塑型關係資料來源
請確保每個層級均包含一個其值與您的 PowerCube 或其他 DMR 模型相符的商務鍵。此外，您還必
須確保設定 [根商務鍵] 性質並使用階層架構中第一個層級的商務鍵。這有助於確保在嘗試使用此
維度中的成員進行逐層分析時您具有一致的成員唯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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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鍵
從成員到關係值定義逐層分析存取時，依預設會將傳遞成員的商務鍵。這意味著必須使用帶有相
符值的資料項目 (通常為商務鍵資料項目) 設定關係目標參數。您也可以選擇傳遞來源中繼資料項
目的標題。
例如，通常使用員工編號而不是員工姓名來唯一識別員工，因為員工姓名可能不唯一。從維度成
員逐層分析到關係資料項目，提供的值為商務鍵。因此，必須定義目標報表中的參數以接受商務
鍵值。所提供的用於定義商務鍵值的精確邏輯取決於 Cube 供應商。對於 IBM® Cognos® PowerCube，
商務鍵值為在 IBM® Cognos® Transformer 中為層級定義的 [來源] 性質。如果在建置 Cube 之前啟用
了逐層分析標誌，則 IBM Cognos Series7 Transformer PowerCubes 將傳遞來源值。否則，將使用類別
代碼。
在 Report Studio 中，您可以使用表示式 roleValue('_businessKey',[Camping Equipment]) 來確定成員
商務鍵。此表示式區分大小寫。
逐層分析作業中不支援 SSAS 2005 多部分商務鍵。
提示：其他使用者執行您的逐層分析報表時，您可能不希望提示他們商務鍵。在 Report Studio 中，
您可以建置帶有使用者熟悉文字但是篩選商務鍵的提示頁面。您的 Framework Manager 塑型者也可
以設定 [提示資訊] 性質的 [顯示項目參考] 選項，以在將資料項目用於提示中時使用商務鍵。

範圍
範圍是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使用 [逐層分析定義] 專門針對逐層分析定義建立的 (套件逐層
分析定義)。您設定的範圍可以根據使用者在來源報表中所擁有的項目定義何時向使用者顯示目標
報表。
通常，您可以定義逐層分析路徑的範圍以符合其傳遞的參數。例如，如果目標報表包含員工的清
單，則當某使用者在來源報表中檢視員工名稱時，您通常僅想將目標報表顯示為可用的逐層分析
選項。如果員工名稱不在來源報表中，並且已在逐層分析定義中針對員工名稱設定了範圍，則不
會在 [前往] 頁面的可用逐層分析目標報表的清單中顯示員工報表。您可以設定報表中測量或項目
的範圍。
在基於報表的逐層分析存取 (其中逐層分析路徑與特定的報表欄相關聯) 中，欄用作範圍。

對映的參數
逐層分析目標可以包含既有參數，或者您可以選擇將參數新增至目標以對逐層分析連結進行更好
的控制。通常可以將逐層分析目標中的所有參數對映至來源中的項目。
將為 OLAP 或 DMR 成員的來源項目對映至目標參數時，您可以從一組相關成員性質中進行選擇
以滿足目標參數的要求。對於維度目標，依預設，維度來源項目會使用成員唯一名稱。對於關係
目標，依預設，維度來源項目會使用商務鍵。
例如，您可以將用於對映的來源成員性質變更為成員說明而不是商務鍵，以與關係目標中的參數
相符。對於維度目標，您可以定義接受特定性質 (例如商務鍵或母項唯一名稱) 的參數，然後傳遞
適當的來源性質以滿足該目標。
請注意，如果您在不一致維度間定義逐層分析，您應仔細測試以確保結果的行為與您的預期一樣。
如果不指定參數對映，則依預設，在您使用逐層分析連結時，系統將提示您輸入目標中需要的任
何參數。若要自訂此行為，請使用顯示提示頁面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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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動作設定為 [使用動態篩選執行] 時，如果來源報表中內容中的名稱與目標中的項目名稱相符，
則會套用其他篩選。當目標中未定義參數時也請使用此動作。
如果未正確對映參數，則您可能會收到空報表、錯誤的結果或錯誤訊息。
如果來源和目標來自不同套件，則即使資料結構一致也不能包含相同的參數名稱。如果來源和目
標來自相同套件，則沒有任何限制。
如果您擁有必要的權限，則可以使用逐層分析助理來查看傳遞的來源參數以及針對給定逐層分析
連結對映的目標參數。
如果希望逐層分析使用成員商務鍵而非成員說明產生篩選器，您可以變更動態逐層分析篩選行為。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管理和安全性指南》中的〈變更逐層分析篩選行為〉。

對 PowerCubes 和關係套件之間的日期進行逐層分析
通常，從 OLAP 逐層分析到關係套件要求使用關係資料中的商務鍵設定目標報表參數。但是，此
方法不適用於日期。OLAP 資料來源通常將日期視為成員 (例如 2006 年第 1 季度)，而關係資料來
源則將日期視為範圍 (例如從 2006 年 1 月 1 日到 2006 年 3 月 31 日)。
PowerCubes 和關係套件之間的逐層分析存在一個特殊特徵。請確保使用 in_range 設定目標報表參
數。請注意，參數類型必須為日期時間而不是整數。
以下是一個範例：
[gosales_goretailers].[Orders].[Order date] in_range ?Date?

還要確保逐層分析定義對映維度層級上的參數，並且未將 PowerCube 日期層級設定為抑制空白類
別。在建置 Cube 之前啟用用於在 Transformer 模型中抑制空白類別的選項可能會導致對日期的逐
層分析失敗。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範圍中缺少值。

在套件中設定逐層分析存取
逐層分析定義用於指定逐層分析存取的目標、目標在何種條件下可用 (例如範圍) 以及如何執行或
開啟及篩選目標。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逐層分析定義與來源套件相關聯。逐層分析定
義中定義的逐層分析路徑可用於基於來源套件的所有報表 (來源套件與報表相關聯)。目標可以基
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任意目標套件，可以儲存在任何位置。例如，在 [GO 資料倉庫 (分
析)] 範例套件或連結到該套件的資料夾中編寫的所有報表可存取在此套件中建立的任何逐層分析
定義。
附註：對於在 Report Studio 中建立的報表，您可以透過在報表中 (而不是在套件中) 設定逐層分析
定義來定義特定報表中的逐層分析存取，或者透過變更報表設定使報表無法用作逐層分析目標來
限制逐層分析存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不支援將
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中建立的報表用作逐層分析目標。
您可以在於不同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工作室中建立的報表與基於不同套件和資料來源
的報表之間定義逐層分析定義 (第445頁)。
開始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逐層分析定義之前，必須已存在目標報表。逐層分析目標可
以為報表、分析、報表視圖、PowerCube 套件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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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層分析定義支援維度和關係套件，並且可用於 Analysis Studio、Query Studio、PowerPlay® Studio
和 IBM Cognos Viewer。

建立逐層分析定義的步驟
1. 檢查逐層分析目標：
●

確認逐層分析使用者具有對目標的存取權限。

●

如果需要，您可以針對直接存取隱藏目標。

●

如果需要，請檢查目標中存在哪些參數。
當逐層分析定義連結不同套件中的物件時，您必須考慮在來源物件和目標物件中使用的資
料類型。檢視您打算在逐層分析中進行傳遞的資料的結構和值，並確保建立的參數適用於
您的情形 (如果已定義參數)，或者確保動態逐層分析能夠成功執行。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一致維度"(第447頁) 和"商務鍵"(第448頁)。

2.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逐層分析定義]。
3. 瀏覽至您要為其建立逐層分析定義的套件的最上層。
4.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新逐層分析定義] 按鈕。
提示：如果未看到逐層分析定義按鈕，請確認您位於套件的最上層，而不是位於套件的資料
夾中。逐層分析定義必須儲存在該套件層級處。
5. 鍵入逐層分析定義的名稱。
6. 如果需要，也可以鍵入說明和螢幕提示，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7. 遵循螢幕上的說明：
●

如果需要，請將範圍限制為來源中的查詢項目或測量。
如果目標包含參數，則您應將範圍設定為對映至目標報表的參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範圍"(第448頁)。

●

從所有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可用的套件中選取目標。
如果 PowerPlay 目標可用，則必須選擇是將目標設定為報表還是 PowerCube。

●

按一下 [下一步]。

8. 在 [動作] 區段中，指定當逐層分析連結執行時開啟目標物件的方式，如果您選擇執行報表，
請在 [格式] 區段中指定執行報表的格式。
當使用者使用逐層分析連結時，他們可以變更 [動作] 設定。如果您要使用目標中的書籤，則
必須選取動作 [檢視最新報表]。
9. 在 [參數值] 表格中，指定將來源中繼資對映至存在於目標報表或物件中任何參數的方式。
例如，如果在 OLAP 資料來源之間進行逐層分析，則成員之間將彼此對映。如果從 OLAP 逐
層分析到關係資料來源，則會將來源值 (成員) 對映至查詢項目名稱 (值)。
通常，存在於目標中的每個參數均應對映至來源中繼資料。如果不是這樣，則在使用逐層分
析連結時，提示使用者輸入任何缺少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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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按一下 [對映至中繼資料] 或 [編輯] 按鈕

。

●

在顯示的螢幕中，請從來源中選取要對映到目標參數的中繼資料。

●

如果來源套件為維度套件，則您可以選取將來源中繼資料項目的何種性質用於對映。依預
設，商務鍵用於關係目標，成員唯一名稱用於維度目標。

●

對清單中的每個參數重複該作業。

11. 在 [顯示提示頁面] 區段中，指定提示頁面將於何時顯示。
您僅可以在目標報表中存在參數以及目標報表將要執行時設定此動作。如果將動作變更為 [檢
視最新報表]，例如，對於書籤參考，將關閉 [顯示提示頁面] 性質，因為您將使用先前執行的
報表。如果您選擇直接在 Analysis Studio 中開啟報表，則仍會關閉 [顯示提示頁面] 性質。
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指定提示設定 ([報表性質] > [提示輸入值])。
12. 按一下 [完成]。
13. 執行來源套件中的報表，並測試逐層分析連結。
附註：逐層分析定義與來源相關聯並與來源一併儲存。僅在您執行逐層分析連結時 (而非在您
儲存逐層分析定義時)，才會產生與目標相關的錯誤。

編輯既有逐層分析定義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逐層分析定義]。
2. 按一下套件名稱以檢視其逐層分析定義。
3. 在要修改的逐層分析定義的右側，按一下動作工具列上的 [設定性質] 按鈕。
提示：如果未看到逐層分析定義，請檢查您是否位於套件的資料夾中。所有逐層分析定義均
儲存在套件的根層級中。如果您不查看特定的逐層分析定義，請確認您具有正確的權限。
4. 按一下 [目標] 標籤。
5. 進行必要的修改，然後按一下 [確定]。
6. 執行來源套件中的報表，並測試逐層分析連結。
附註：逐層分析定義與來源相關聯並與來源一併儲存。僅在您執行逐層分析連結時 (而非在您
儲存逐層分析定義時)，才會產生與目標相關的錯誤。

為逐層分析報表設定參數
若要加強對逐層分析存取的控制，您可以在目標報表中定義參數。如需有關定義參數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或《Query Studio 使用者指南》。

Report Studio 中的步驟
1. 在 Report Studio 中開啟目標報表。
2. 確保報表可用於逐層分析存取：
●

從 [資料] 功能表中，選取 [逐層分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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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基本] 標籤中選取 [此報表為逐層分析目標時接受動態篩選器]，然後按一下 [確定]。

3. 建立將用作逐層分析欄或用於篩選報表的參數。([資料] 功能表 > [篩選器])。
例如，若要對產品系列進行逐層分析或篩選，請建立如下參數：
[Product line]=?prodline_p?

提示：如果您希望目標報表接受多個值或一系列值，則請使用運算子 in 或 in_range。
4. 在 [用途] 方塊中，指定在目標參數的值無法作為逐層分析的一部分進行傳遞時要執行的作業：
●

若要指定使用者必須按一下來源報表中的值，請按一下 [必填]。
如果未傳遞目標參數的值，則會提示使用者選擇一個值。

●

若要指定使用者不需要按一下來源報表中的值，請按一下 [可選]。
則不會提示使用者選擇值，因此不會篩選該值。

●

若要指定不使用參數，請按一下 [關閉]。
參數不會在報表中使用，因此無法用於逐層分析定義。如需有關定義報表參數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提示：如果由於其他原因，報表中需要參數，您也可以指定不在逐層分析定義中使用該參
數 ([參數] 表 > [方法] > [不使用參數])。

逐層分析定義可以控制何時顯示提示頁面或參數。

Query Studio 的步驟
1. 在 Query Studio 中開啟目標報表。
2. 確認報表可用於逐層分析存取：
●

從功能表中，依次選取 [執行報表]、[進階選項]。

●

選取 [啟用在報表輸出中從套件逐層分析的功能]，然後按一下 [確定]。

3. 建立用作逐層分析參數或用於篩選報表的篩選器。
●

選取您要篩選的欄，然後按一下 [篩選器] 按鈕。

●

根據需要變更設定，然後按一下 [確定]。

在 Analysis Studio 中設定逐層分析目標的參數
您可以建立逐層分析目標分析，並透過將維度設定為 [前往] 參數將目標參數新增到分析中。為分
析建立逐層分析定義時，此參數將顯示在目標參數清單中。
若要支援在維度內進行向下逐層分析然後進行逐層分析，請將來源中繼資料中的維度對映到目標
維度。您目前正檢視的成員將作為篩選值被傳遞給目標分析。這適用於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逐層分析動作中使用的任何查詢、報表或分析。若要支援直接從特定層級進行逐層分
析，請將來源中繼資料中的該層級對映到目標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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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一個分析目標中設定多個參數。但是，您不能在 Analysis Studio 中傳遞選取集中的成員。

步驟
1. 在 Analysis Studio 中，使用為逐分析分析設定的套件建立交叉資料表分析。
2. 如果需要，可以按列或欄新增您想要使其成為提示的資料項目。
3. 將想要使其成為目標參數的維度或層級移動或新增到 [內容] 域。
附註：您不能在 Analysis Studio 中傳遞選取集內的成員。
4. 檢視 [內容] 區域中的項目清單，然後按一下 [用作「移至」參數]。
5. 將此分析儲存為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目標報表。
現在，您即可以在來源套件下建立逐層分析定義。
建立逐層分析定義 (第449頁) 並將交叉資料表分析用作目標時，分析中的 [前往] 參數項目會顯示為
逐層分析參數。您可以按照與逐層分析到 Report Studio 或 Query Studio 報表相同的方式對映至此參
數。

範例 - 在同一套件中的 OLAP 報表之間逐層分析
您想要從根據訂購方式顯示收入細目的 IBM® Cognos® Analysis Studio 報表逐層分析到在 Report Studio
中建立的顯示計劃收入和實際收入明細的報表。
這兩個報表均作為範例存在於 [銷售與行銷 (Cube)] 套件中。兩個報表基於同一套件，因此資料一
致 (第447頁)。因為提示參數已存在於目標中，因此您決定使用參數化逐層分析定義以更好地進行
控制。
您還決定限制可存取逐層分析目標的範圍，以便其僅對來源套件中使用測量 [收入] 的報表可用。
這意味著在套件中建立的任何報表，只要包含測量 [收入]，即可檢視此逐層分析定義。如果來源
報表不包含訂單年份或訂購方式，則系統會在逐層分析目標執行時提示使用者輸入這些參數的值。
您必須安裝來自部署 zip 檔案 IBM_Cognos_DrillThroughSamples 的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Samples，才能進行此練習。如果您要檢查目標報表，您必須具有 Report Studio 的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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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報表顯示
以下來源的內容
的資料：特殊
訂購方式類型
和 2005 年。

檢查目標報表和來源報表的步驟
1. 在 Report Studio 中，開啟目標報表 [實際收入與計劃收入]。
●

前往 [IBM Cognos Connection]。

●

在 [公共資料夾] 中開啟套件 [銷售與行銷 (Cube)]，然後開啟資料夾 [Report Studio 報表範
例]。

●

選取報表 [實際收入與計劃收入]，然後按一下 [使用 Report Studio 開啟] 圖示。

2. 在 Report Studio 中的 [實際收入與計劃收入] 報表中，確認您具有訂購方式和時間的參數。
●

開啟 [查詢瀏覽器] 標籤，然後選取 [查詢 1]。

●

在 [明細篩選器] 方塊中，確認每個 [訂購方式] 和 [年] 中都有篩選器參數，並注意參數名
稱。

3. 從 [資料項目] 方塊中，註意您計劃用於範圍 ([收入]) 的測量名稱。
4. 關閉 [實際收入與計劃收入] 報表。
5. 在 Analysis Studio 中開啟來源報表 [自訂位階範例]。
●

前往 [IBM Cognos Connection]。

●

在 [公共資料夾] 中開啟套件 [銷售與行銷 (Cube)]，然後開啟資料夾 [Analysis Studio 報表範
例]。

●

選取報表 [自訂位階範例]，然後按一下 [使用 Analysis Studio 開啟] 圖示。

6. 在 Analysis Studio 中的 [自訂位階範例] 報表中，檢查您要用於限制範圍 ([收入]) 的測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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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檢查報表中的列和欄，並確認資料結構將與 [實際收入與計劃收入] 報表中的參數相符。
提示：將滑鼠懸停在交叉資料表中的標籤上可檢視路徑。
8. 保持 [自訂位階範例] 報表開啟以進行測試。

建立和測試逐層分析定義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瀏覽到 [銷售與行銷 (Cube)] 套件。
2. 從螢幕的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逐層分析定義]。
3. 按一下螢幕右上角的 [新逐層分析定義]。
提示：如果未看到 [新逐層分析定義] 按鈕，請確定您在根資料夾中，而不是仍在 [Analysis
Studio 報表] 資料夾中。
4. 在 [逐層分析定義] 精靈中，鍵入名稱「從自訂位階逐層分析至收入明細」以及說明，然後按
一下 [下一步]。
5. 按一下 [設定範圍]，在顯示的螢幕中，將範圍設定為 [收入] 測量，然後按一下 [確定]。
6. 按一下 [設定目標]，在顯示的螢幕中，將目標報表設定 [銷售與行銷 (Cube)] 套件之 [Report
Studio 報表範例] 資料夾中的 [實際與計劃收入]。
7. 在 [提示值] 表格中，將目標中的參數 [pMethod] 和 [pYear] 對映到來源中的中繼資料：
●

確認 [類型] 欄中的值為 [連線]
連結維度資料來源時，使用值「連線」。

●

對於 [pMethod] 參數，按一下 [編輯] 按鈕，然後從中繼資料樹狀目錄中選取 [sales_and_
marketing].[Order method].[Order method].[Order method type]。

●

對於 [pYear] 參數，按一下 [編輯] 按鈕，然後從中繼資料樹狀目錄中選取 [sales_and_
marketing].[Time].[Time].[Year]。

8. 將 [顯示提示頁面] 設定為 [僅在缺少需要的參數值時]。
9. 按照螢幕上的說明儲存逐層分析定義。
10. 前往 [自訂位階範例] 報表，在報表資料的外部按一下右鍵，然後依次選取 [前往]、[相關連
結]。
11. 前往 [自訂位階範例] 報表，在交叉資料表中的儲存格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 [前往]。
將顯示處於範圍內的套件和資料的可能目標清單，包括 [實際收入與計劃收入] 報表。
12. 按一下 [實際收入與計劃收入]，報表隨即使用您選取的內容執行。
您已建立的逐層分析定義應與範例定義 [MeasureDrill] 相同。
您也可以嘗試以下作業：
●

在逐層分析定義中，變更目標報表的提示設定。

●

在 [銷售與行銷 (Cube)] 套件中，建立不使用 [收入] 測量的報表，並確認 [實際收入與計劃收
入] 報表無法再用作逐層分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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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Play Studio 報表 [收入 (依訂購方式)] 中的同一目標報表 [實際收入與計劃收入] 還存在範
例逐層分析定義。如果您使用 PowerPlay Studio，請檢查來源報表和目標報表並嘗試重新建立
逐層分析定義。

●

如果您具有除錯逐層分析定義的權限，則可以檢視從來源中傳遞的參數 ([檢視傳遞的來源值])
以及在目標中可用的參數 (從目標報表名稱旁的下拉清單中，選取 [檢視目標對映])。

範例 - 從 OLAP 報表逐層分析到 DMR 報表
您想要從名為 [促銷前 10 名 (依販售商店)] (基於套件 [銷售與行銷 (Cube)]) 的 IBM® Cognos® Analysis
Studio 報表逐層分析到名為 [促銷計劃收入] (基於套件 [銷售與行銷 (一致)]) 的 Report Studio 報表。
您設定了套件中的逐層分析定義，以便 [促銷計劃收入] 報表可用於任何基於來源套件的報表，並
且您可以使用動態逐層分析，而不是定義參數。
您必須安裝來自部署 zip 檔案 IBM_Cognos_DrillThroughSamples 的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Samples，才能進行此練習。依預設，範例安裝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 [公共資料夾] 中。

目標報表顯示
以下來源的內容
的資料：活動。
其他內容 (例如時間)
不會被目標使用。

檢查目標報表和來源報表的步驟
1. 執行目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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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前往 [銷售與行銷 (一致)] 套件，然後開啟資料夾 [Report
Studio 報表範例]。

●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執行 [促銷計劃收入]。

2. 註意目標中的可用資訊，以及您將對其篩選的方式。在此範例中，您將基於活動名稱進行篩
選。
3. 關閉目標報表 [促銷計劃收入]。
4. 開啟來源報表：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前往 [銷售與行銷 (Cube)] 套件，然後開啟 [Analysis Studio 報
表範例] 資料夾。

●

選取 [販售商店開展的 10 項熱門促銷]，然後在 Analysis Studio 中將其開啟。

●

請註意您要用於逐層分析的維度和層級的名稱。在此範例中，您將對 [活動] 進行逐層分
析。

5. 保持 [販售商店開展的 10 項熱門促銷] 報表處於開啟狀態，以進行測試。

建立和測試逐層分析定義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瀏覽到 [銷售與行銷 (Cube)] 套件。
2. 從螢幕的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逐層分析定義]。
3. 按一下螢幕右上角的 [新逐層分析定義]。
提示：如果未看到 [新逐層分析定義] 按鈕，請確定您在根資料夾中，而不是仍在 [Analysis
Studio 報表範例] 資料夾中。
4. 在 [逐層分析定義] 精靈中，鍵入名稱「逐層分析至促銷計劃收入」以及說明 (如果需要)，然
後按一下 [下一步]。
提示：這是使用者在 [前往] 頁面中看到的名稱，例如，當他們必須從多個逐層分析目標中進
行選取時。如同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其他物件一樣，您可以翻譯此名稱。
5. 按一下 設定範圍]，然後在 [促銷] 維度中，將範圍設定為 [活動]。
該逐層分析定義將僅在 [活動] 是所選內容的一部分時可用。
6. 按一下 [選取目標]，將目標報表設定為 [促銷計劃收入](位於 [銷售與行銷 (一致)] 套件的 [Report
Studio 報表範例] 資料夾中)，一下 [確定]，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附註：如果您安裝了 PowerPlay® Studio，則您還必須指定目標是報表而不是 PowerCube 套件。
7. 在 [動作] 下，選取 [使用動態篩選執行報表]。
8. 在 [參數對映] 下，於參數 [pcampaign] 的 [來源中繼資料項目] 欄中，按一下 [對映至中繼資料]。
9. 在顯示的螢幕中，按一下 [促銷]，然後選取 [活動]。
10. 按一下 [完成] 以儲存逐層分析定義。
您可以隨時編輯逐層分析定義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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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 Analysis Studio 報表 [販售商店開展的 10 項熱門促銷] 並測
試逐層分析定義。
將顯示已按您選取的內容進行了篩選的目標報表。
您建立的逐層分析定義應與逐層分析定義 [DrillToDMR] 相同。
範例逐層分析定義 [PPStoHidden] 也可從 OLAP 報表 (PowerPlay Studio 報表 [排名前 20 位的產品品
牌]) 逐層分析到 DMR 套件。

除錯逐層分析定義
IBM® Cognos®Business Intelligence 包括一項除錯功能，使用該功能，您可以尋找與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的逐層分析定義相關的問題，並修正所有逐層分析錯誤。它還有助於您瞭解逐層
分析功能的工作方式 (特別在跨不同類型的資料來源時)。此功能也稱為逐層分析助手。您也可以
除錯在 PowerCube 中建立並被移轉至 IBM Cognos BI 中的逐層分析定義。
如果目標報表未收到任何參數，請檢查逐層分析定義中的對映，並確保參數是針對逐層分析情形
中的正確資料類型建立的。例如，如果您要建立從 OLAP 套件到基於關係套件的目標報表的逐層
分析定義，則需要將目標參數設定為與 OLAP 商務鍵或成員說明具有相同值的查詢項目。 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成員和值"(第446頁)。
如果正使用錯誤的值篩選目標報表，請檢查正從來源對映到目標的值。
若要使用逐層分析助手，您必須具有必要權限。執行逐層分析時，可以從 [前往] 頁面獲得逐層分
析助手提供的資訊。逐層分析助手提供了以下資訊。

傳遞的來源值
來源值是選取內容中的值，可在使用者選擇逐層分析到目標報表或物件時傳遞到目標報表。例如，
如果從 Analysis Studio 中的某個來源進行逐層分析，您將會看到在執行該逐層分析動作之前選取的
交集處的值，以及內容區域中的所有值。
除錯清單中的這些值是來源報表中透過任何逐層分析作業轉換的值。
●

顯示值
顯示使用此資料項目或此成員時使用者看到的值。對於 OLAP 成員，它是成員標題或標籤。
例如：Telephone 是 Order Method 維度中的成員。

●

使用值
顯示擷取資料項目或成員時 IBM Cognos 報表和分析使用的值。對於 OLAP 成員，它是成員唯
一名稱 (MUN)。例如：[great_outdoors_company].[Order Method].[Order Method].[Order Method1]>:[PC].[@MEMBER].[2] 是 Order Method 維度中 Telephone 成員的 MUN。

目標對映
如果選擇在標中使用參數，則目標對映將顯示在逐層分析定義中對映的每個參數的名稱，以及來
源嘗試傳遞給該參數的值。
●

參數名稱
顯示在逐層分析定義中對映的用於從對其執行逐層分析動作的查詢項目、層級或階層架構中
接收資訊的有效目標參數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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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僅可以看到存在有效對映的參數以及參數的名稱。例如，如果目標報表包含 Product Type
的參數，並且逐層分析定義將該目標參數對映至來源 Product Type 層級中繼資料，則只有在
您嘗試對來源報表中的 Product Type 層級進行逐層分析時才會看到此目標參數。對 Product
Line 層級進行逐層分析不會顯示此參數目標。
您必須確保正確對映逐層分析定義中的目標參數。錯誤對映的參數可能會從錯誤的來源中繼
資料中接收資訊，特別是在資料值並非唯一的情況下。如果您看不到任何目標參數，或者看
不到預期在 [檢視目標對映] 清單中看到的參數，請檢查逐層分析定義中的參數對映。
●

顯示值
顯示使用資料項目或成員時使用者看到的值。對於 OLAP 成員，它是成員標題或標籤。例如：
Telephone 是 Order Method 維度中的成員

●

使用值
顯示將資料項目值或成員傳遞給目標參數時逐層分析定義使用的已轉換值。
傳遞給關係目標參數的 OLAP 成員將從成員 MUN 取得商務鍵並僅傳遞商務鍵。使用上述 Order
Methods 中的 Telephone 成員範例時，商務鍵為 2。如果您不確定某個成員的商務鍵是什麼，則
可以編寫 Report Studio 表示式，例如 roleValue('_businessKey',[member])。此值將被傳遞給目
標參數。
基於相同 OLAP 類型的其他 OLAP 套件傳遞給目標參數的 OLAP 成員將顯示已轉換的 MUN。
透過使用上述 Order Methods 範例，MUN 現在已被轉換，並且逐層分析定義使用 [great_outdoors_
company].[Order Method].[Order Method].[Order Method1]-> [Order Method1]. [2]:[PC].[@MEMBER].
[2] 的值。[Order Method1][2] 的中間部分是 OLAP 資料來源不同時逐層分析定義在目標中尋

找正確成員的位置。若要查看特定成員的 MUN，您可以在 Report Studio 中查看該成員的性質
並查看 Member Unique Name 性質。

存取逐層分析助理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使用逐層分析定義時，您可以使用逐層分析助理來進行除錯。
若要使用此功能，您必須對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的 [逐層分析助理] 安全功能具有所需的
權限。

步驟
1. 在來源報表中選取一個連結，在該連結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 [前往]，或者從 PowerPlay
Studio 中按一下 [逐層分析] 按鈕。
將顯示 [相關連結] 頁面，該頁面顯示了可用目標報表的清單。如果未顯示目標報表，請檢視
逐層分析定義中的範圍設定。
提示：如果只有一個目標可用，則當您選取 [相關連結] 時，會開啟該目標，而不會顯示 [移
至] 頁面。
2. 按一下 [檢視傳遞的來源值] 以查看可供來源報表傳遞的值。
3. 在目標報表旁邊，按一下向下箭頭，並選擇 [檢視目標對映]。
將顯示有效對映資料的清單，該清單顯示了可用來源值以及使用值和顯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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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每個值集，按一下 [更多資訊] 以檢視選取內容 (傳遞的來源) 或逐層分析規格 (目標對映)
的 XML。

範例 - 除錯逐層分析定義
您的 OLAP 來源包含具有層級系列、類型和名稱的產品維度。您已在關係目標中定義了參數來相
符合該 OLAP 來源維度的每個層級。可能會出現以下情況，即可以查看來自 [檢視對應的目標] 清
單中顯的單個維度的所有目標參數。因為各個目標參數都對映至逐層分析定義中的單個維度 (在本
例中為 [產品] 維度)，這種情況很可能會出現。在 OLAP 資料來源中，您具有商務鍵值或用於建立
成員的來源值，而該值在所有三個層級中是重複的。

參數名稱

顯示值

使用值

產品系列參數

露營器材

1

產品類型參數

炊具箱

1

產品名稱參數

Trail Chef 水袋

1

如果使用值在維度中不是重複的，則包含所有這三個對映至 [產品] 維度的參數都是正確的。在上
表中，您可以看到所有三個層級中的成員具有相同的使用值。在本例中，逐層分析作業無法確定
哪個層級是正確的層級，因為該情形表明所有層級都是有效的。在這種情況下，逐層分析定義將
滿足遇到有效商務鍵或使用值的第一個層級。這可能導致出現非預期的行為。
本範例表明了為什麼永遠確保資料倉庫與 OLAP 來源都使用唯一的商務鍵或來源值非常重要。若
要糾正這種情況，逐層分析定義應使每個單獨的目標參數都對映至來源中繼資料 (而不是維度) 中
的每個相關聯的層級。

在報表中設定逐層分析存取
使用 Report Studio 來建立來源逐層分析報表，以連結包含相關資訊的兩個報表。然後，您可以透
過在來源報表中選取一個或多個值來存取某個報表中的相關資訊或更詳細資訊。您也可以透過建
立書籤在同一報表內進行逐層分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提示：若要將 Report Studio 報表用作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逐層分析定義的來源，則必須選
取選項 [允許基於套件的逐層分析] ([資料] 功能表 > [逐層分析行為])。依預設，已勾選此選項。

在目標中建立參數的步驟
1. 在 Report Studio 中，開啟目標報表。
2. 建立將用作逐層分析欄的參數或將篩選報表的參數。
例如，若要逐層分析或篩選產品系列，請建立以下參數：
[產品系列]=?prodline_p?
提示：可使用運算子 in 或 in_range 來使目標報表接受多個值或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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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用途] 方塊中，指定在目標參數的值不作為逐層分析的一部分進行傳遞時要執行的作業：
●

若要指定使用者必須選取一個值，請按一下 [必填]。
如果未傳遞目標參數的值，則會提示使用者選擇一個值。

●

若要指定使用者無需選取值，請按一下 [可選]。
則不會提示使用者選擇值，因此不會篩選該值。

●

若要指定不使用參數，請按一下 [關閉]。
逐層分析過程中，不使用參數。它也不會出於其他目的在報表中使用。
提示：如果由於其他原因，報表中需要參數，您也可以指定不在逐層分析定義中使用該參
數 ([參數] 表 > [方法] > [不使用參數])。

逐層分析文字在報表的非圖表區域中的文字項目中顯示為藍色超連結。報表使用者也可以透過按
一下 [前往] 按鈕，或者透過在項目上按一下右鍵並按一下 [前往]、[相關連結] 來開始逐層分析動
作。如果您具有必要的權限，則可以使用逐層分析助理檢視從來源傳遞了哪些參數，以及如何從
[前往] 頁面將這些參數對映在目標物件中。

範例 - 從 Report Studio 報表逐層分析到隱藏的報表
您想要設定從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中建立的員工滿意度報表到關於津貼的隱藏清單報表
(也是在 Report Studio 中建立的) 的逐層分析連結。
來源報表 ([員工滿意度 (2006 年)]) 基於根據 DMR 資料來源塑型的套件 [GO 資料倉庫 (分析)]。目
標報表 ([津貼 (隱藏)] 基於套件 [GO 資料倉庫 (查詢)]。由於您不希望使關於津貼的報表對自套件
中任何來源報表的逐層分析可用，因此您在 Report Studio (基於報表的逐層分析或編寫的逐層分析)
內設定此逐層分析連線。目標報表已在入口網站中隱藏，以便其不會被不使用該逐層分析連結的
使用者執行。
您必須安裝來自部署 zip 檔案 Cognos_DrillThroughSamples 的 IBM CognosBusiness Intelligence Samples
才能進行此練習，並且您必須具有對 Report Studio 的存取權限。
[津貼] 報表為隱藏的報表。您也許能夠設定隱藏的報表是否可見 ([我的偏好設定]、[一般] 標籤) 以
及您是否可以隱藏報表。此權限由你的管理員設定。

檢查目標報表的步驟
1. 開啟目標報表：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前往 [公共資料夾] > [GO 資料倉庫 (查詢)] > [Report Studio 報
表範例]。

●

找到報表 [津貼 (隱藏)]，然後在 Report Studio 中將其開啟。
提示：如果未看到該報表，請前往 IBM Cognos Connection，並確認您可以檢視隱藏的報表
([我的偏好設定]、[一般] 標籤)。

2. 在 Report Studio 的 [資料] 功能表中，按一下 [篩選器] 並檢查哪些篩選器參數可用。
您想要根據部門而不是時間從來源報表進行篩選，因此您將僅使用逐層分析定義中的 [pPosition]
參數。
3. 在報表本文中，選取清單欄本文 [職位 - 部門 (層級 3)] 並檢視資料項目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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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逐層分析定義是從 DMR 到關係，因此將需要資料項目值以進行符合。
4. 關閉 [津貼 (隱藏)] 報表。

建立和測試逐層分析定義的步驟
1. 開啟來源報表：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前往 [公共資料夾] > [GO 資料倉庫 (分析)] > [Report Studio 報
表範例]。

●

找到 [員工滿意度 (2006 年)] 報表，並在 Report Studio 中將其開啟。

2. 以新名稱儲存 [員工滿意度 (2006 年)] 報表，例如 [新員工滿意度 (2006 年)]。
這將保持原始報表與逐層分析定義不變，以便進行比較。
3. 在表格 [員工評級與離職 (依部門)] 中，選取欄 [職位 - 部門 (層級 3)]。
4. 在 [性質] 窗格中，檢視資料項目性質以確保資料項目名稱與目報表中的值相符。
5. 在 [性質] 窗格的 [資料] 下，按兩下 [逐層分析定義]。
6. 選取定義 [DrilltoHiddenRep] 並將其刪除。
附註：您可以透過以下步驟重新建立逐層分析定義。若要進行比較，請使用原始範例報表。
7. `在 [逐層分析定義] 方塊中，按一下 [新逐層分析定義] 按鈕。
8. 按一下 [重新命名] 按鈕，然後鍵入逐層分析定義的名稱。
提示：這是消費者從最終報表中的可能逐層分析定義清單中進行選取時看到的名稱。
9. 在 [目標報表] 標籤中，選取目標報表：
●

在 [報表] 下，按一下省略符號按鈕 (...)。

●

瀏覽到 [GO 資料倉庫 (查詢)] > [Report Studio 報表範例]，然後選取 [津貼 (隱藏)] 報表。
提示：如果未看到該報表，請前往 IBM Cognos Connection，並確認您可以查看隱藏的報表
([我的偏好設定]、[一般] 標籤)。

10. 在 [動作] 下，選取 [執行報表]。
11. 在 [參數] 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將顯示目標報表中的可用參數表，其中顯示了參數 [pPosition]。
12. 將該參數從 [津貼 (隱藏)] 報表對映到 [員工滿意度 (2006 年)] 報表中的中繼資料：
●

在 [方式] 欄中選取 [傳遞資料項目值]，因為目標報表以關係資料來源為基礎。

●

在 [值] 欄中選取 [職位 - 部門 (層級 3)]。
提示：在此報表中，您從定義逐層分析的欄中傳遞值。在其他情況下，您可能傳遞相的參
數。例如，您可能對員工姓名進行逐層分析，但傳遞員工編號。

13. 儲存報表。
14. 執行報表，並按一下某部門以測試逐層分析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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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逐層分析連結時，將顯示已按您選取的部門進行了篩選的 [津貼 (隱藏)] 報表。無論該報表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是否隱藏，都將顯示為逐層分析目標。
如果您的管理員為您提供了 [逐層分析助理] 功能，則您可以查看其他資訊，方法是在連結上按一
下右鍵並選取 [移至] 以查看逐層分析目標清單。從 [前往] 頁面中，您可以檢視傳遞的來源值以及
對映的目標參數。

指定逐層分析文字
您可以指定當使用者可以逐層分析至多個目標時顯示的逐層分析文字。例如，如果來自不同地區
的使用者檢視報表，則您可以用不同的語言為每個地區顯示文字。

步驟
1. 在逐層分析物件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逐層分析定義]。
2. 如果物件存在多個逐層分析定義，請在 [逐層分析定義] 方塊中按一下逐層分析定義。
3. 按一下 [標籤] 標籤。
4. 若要將標籤連結到條件，請在 [條件] 方塊中執行以下作業：
●

按一下 [變數]，然後按一下既有變數或建立一個新變數。

●

按一下 [值]，然後按一下變數的其中一個可能值。

5. 在 [來源類型] 方塊中，按一下要使用的來源類型。
6. 如果來源類型為 [文字]，請按一下 [文字] 方塊旁邊的省略符號 (...) 按鈕並鍵入文字。
7. 如果來源類型為 [資料項目值] 或 [資料項目標籤]，請按一下 [資料項目]，然後按一下某個資
料項目。
8. 如果來源類型為 [報表表示式]，請按一下 [報表表示式] 方塊旁邊的省略符號 (...) 按鈕，然後
定義表示式。
9. 如果將標籤連結到條件，則請針對其餘可能的值重複步驟 5 到 8。
當使用執行來源報表並按一下逐層分析連結時，將顯示 [前往] 頁面。即可為每個目標顯示您指定
的逐層分析文字。如果沒有為目標指定逐層分析文字，則將使用逐層分析名稱。

設定從 IBM Cognos Visualizer 的逐層分析存取
設定從 IBM® Cognos® Visualizer 到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逐層分析存取包括
❑

指定 IBM Cognos BI 目標並選取要新增至目標報表的篩選器
您必須為各個 IBM Cognos Visualizer 報表都配置到 IBM Cognos BI 的逐層分析。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IBM Cognos Visualizer User Guide》。

❑

建立並測試目標報表(第4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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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從 PowerPlay Web 的逐層分析存取
設定從 PowerPlay® Web 到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逐層分析存取包括
❑

對於 PowerCubes，在 Transformer 模型中指定 IBM Cognos BI 報表的逐層分析目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Transformer 文件。

❑

對於其他 Cube，在 PowerPlay Connect 中指定 IBM Cognos BI 報表的逐層分析目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PowerPlay OLAP Server Connection Guide》。

❑

在 PowerPlay Server Administration 中配置逐層分析存取
除了啟用對 IBM Cognos BI 的逐層分析存取以外，您還必須指定 IBM Cognos BI 伺服器以及包
含目標報表的 IBM Cognos BI 資料夾的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PowerPlay Enterprise Server
Guide》。

❑

選擇要新增至目標報表的篩選器
在 PowerPlay Enterprise Server Administration 中，啟用 IBM Cognos BI Assistance 並將其用於識別
目標報表中所需的篩選器表示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PowerPlay Enterprise Server Guide》。

❑

建立並測試目標報表(第464頁)

建立並測試 Series 7 報表的目標
目標報表必須基於發佈的套件，該套件包含您要對其篩選的中繼資料項目，或包含對應到這些中
繼資料項目的項目。
建立目標報表時，請確保您新增的參數名稱與 IBM® Cognos® Series7 中的 [逐層分析助理] 頁面所列
出的參數名稱相同。但是，在目標報表中用於該參數名稱的中繼資料項目不必具有相同的標籤。
顯示在逐層分析助理中的目標參數和來源值之間的資料值必須相符合。您可能還需要根據 [逐層分
析助理] 中的建議變更目標參數中的運算子類型。例如，如果助手建議使用 = 運算子，但您想要
傳遞日期範圍，則應將目標中的參數運算子變更為 in_range。

步驟
1. 啟動 Report Studio 並建立一個新報表。
2. 新增所需的資料項目和其它物件。
3. 從 [資料] 功能表中，按一下 [篩選器]。
4. 在 [明細篩選器] 標籤中，按一下新增按鈕。
5. 在 [表示式定義] 方塊中，透過鍵入篩選表示式來建立您所需的參數化篩選器。
6. 按一下 [確定]。
7. 在 [用途] 方塊中，按一下 [可選]。
如果未使篩選器可選，則在逐層分析報表時將顯示提示頁面。
8. 重複步驟 4 到 7，以新增其它所需的參數化的篩選器。
9. 儲存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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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名稱必須與您在 PowerCube、其它 Cube 或 IBM Cognos Visualizer 報表中指定為目標的名稱
相符合。
10. 在 PowerPlay® 報表或 IBM Cognos Visualizer 報表中測試逐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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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32：管理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樣式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的入口網站管理包括管理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467頁) 和樣式
(第477頁)。通常，這些任務由入口網站管理員執行 (第260頁)。
若要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存取入口網站管理區域，您必須具有對 [樣式與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 安全功能的執行權限和對 [管理] 安全功能的遍訪權限 (第245頁)。
如需有關疑難排解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本指南的〈疑難排解〉一節。
如需有關配置 Portal Services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是一種用於將網頁內容作為入口網站頁面一部分顯示的機制。
IBM® Cognos® Connection 支援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包括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467頁) 和其他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472頁)。依預設，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供使用者使用。如果您要使其
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用，則您必須將其匯入。
管理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涉及以下任務：
●

匯入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472頁)

●

控制對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存取 (第473頁)

●

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快取 (第474頁)

●

修改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475頁)

作為一項附加任務，您可能要變更 Dispatcher 的設定，以允許在 RSS 檢視器和 IBM Cognos Navigator
中執行 HTML 代碼 (第476頁)。
如需有關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中使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頁面和儀
表板"(第289頁)。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Portal Services 提供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使用者可以將其新增到自己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第289
頁) 中或在既有企業入口網站 (第481頁) 中的個人頁面。
所有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均符合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 Web 服務 (WSRP) 標準。使用者可在其
電腦上未安裝 IBM Cognos 產品的情況下，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進行交互。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顯示的內容 (例如報表或計量資料) 以及是否能對該內容執行特定動作均取決
於使用者的存取權限。使用者必須具有對各個項目和 IBM Cognos 受保護功能的存取權限。 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頁)。
提供以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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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gnos Content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這些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或您的既有企業入口網站中提供 IBM Cognos 內
容。依預設，這些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可用。還可以將它們部署到
其他入口網站。
此群組中提供以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說明

IBM Cognos Navigator (第761 顯示 IBM Cognos Connection 資料夾階層架構。使用者可瀏覽該階層架
頁)
構並開啟 IBM Cognos 項目。
IBM Cognos Search (第763
頁)

提供搜尋工具，以幫助使用者尋找已公佈的 IBM Cognos 報表和其他
項目，並將其開啟。

IBM Cognos Viewer (第764 開啟使用者可開啟的預設報表或清單報表。
頁)

IBM Cognos Utility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IBM Cognos Utility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提供頁面的其他功能。依預設，
這些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可用。但是，無法將它們部署到其他入口
網站。
此群組中提供以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入口網站應用程 說明
式
書籤檢視器
(第777頁)

註冊並顯示作用中的 Web 連結。

HTML 檢視器
(第778頁)

將任意網頁插入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

影像檢視器
(第778頁)

插入影像並在將其顯示在頁面中。

RSS 檢視器 (第779 顯示 Real Simple Syndication (RSS) 1.0 或 2.0 新聞供稿的內容。
頁)
RSS 是一種聯合新聞的格式，被許多網站使用。RSS 新聞公告由 URL 位址指
定。
HTML 來源 (第780 用於將自訂文字和影像新增至頁面。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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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768頁) 提供對使用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工具
套件和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建立的自訂應用程式的存取權限。
如果安裝了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則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會自動註冊並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可用。還可以將其部署到其他入口網站。
如需有關建立延伸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Developer Guide》。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提供在頁面中檢視效能計量資料的功能。這些計量資
料使用 Metric Studio 建立。
如果安裝了 Metric Studio，則會自動註冊這些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並且它們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可用。還可以將它們部署到其他入口網站。
此群組中提供以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入口網站應用 說明
程式
IBM Cognos 計
量資料清單
(第768頁)

用於將績效計量資料新增至頁面。您可以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以顯示以下類型的計量資料
清單：
●

監視清單
包含使用者要密切監控的計量資料。

●

職能清單
包含使用者擁有的計量資料。

●

計分卡計量資料清單
包含與計分卡相關聯的計量資料。

●

策略計量資料清單
包含與策略相關聯的計量資料。若要顯示按計分卡分組的計量資料，請選取 [套用計分卡篩
選器] 核選方塊。

IBM Cognos 歷
程記錄圖表
(第773頁)

用於將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圖表新增至頁面。歷程記錄圖表是計量資料歷史情況的圖形化展示。

IBM Cognos 影 用於顯示與計量資料相關聯的影響圖表。
響圖表 (第774頁)
IBM Cognos 自 用於顯示與計分卡相關聯的自訂圖表。
訂圖表 (第775頁)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Metric Studio 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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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板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儀表板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為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儀表板頁面提供了架構和內容。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說明

多頁 (第782頁)

用於建立包含多個頁面的儀表板。

在 IBM Cognos 8 中使用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透過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可以快速存取 IBM® Cognos® TM1® 資訊。您可以建立包含 TM1
資訊的頁面。頁面的 TM1 內容可由以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提供：
●

TM1 Cube Viewer

●

TM1 Navigation Viewer

●

TM1 Websheet Viewer

若要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存取入口網站管理區域，您必須具有 [樣式與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 安全功能的執行權限和 [管理] 安全功能的遍訪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
若要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設定 TM1 頁面，請執行以下任務：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安裝和啟動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如需有關安裝和配置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TM1 安裝文件。

❑

如果您想簡化使用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的 TM1 登入程序，請將 TM1 配置為使用
IBM Cognos 8 安全性。使用 TM1 時採用 IBM Cognos 8 安全性可減少使用者必須登入 TM1 來
存取其他 IBM Cognos 8 應用程式中的 TM1 資料的次數。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TM1 安裝文件中的〈IBM Cognos 8 security〉一節。

❑

建立包含 TM1 內容的頁面

❑

修改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建立包含 TM1 內容的頁面
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頁面，然後將 TM1® 內容新增到頁面中。頁面將儲存在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中。如果您計劃與其他使用者共享頁面，請將它儲存在 [公共資料
夾] 中。
建立頁面後，您可以編輯頁面以修改其內容、版面和樣式，並設定存取權限 。如果您對頁面具有
必要的存取權限，則可以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刪除頁面 。刪除頁面可能會影響您的入口網
站標籤 。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新頁面] 按鈕。
2. 指定頁面的名稱和位置，如果需要，也可以指定說明和螢幕提示。
3. 按一下 [下一步]。
將顯示 [設定欄位和版面]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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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設定欄數和欄的寬度定義頁面的版面。
提示：如果您使用多個欄且其中一欄包含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顯示的報表，請將寬度至少
設定為 50%，以使捲動範圍最小。
5. 在要向其新增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欄中，按一下 [新增]。
將顯示 [選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導覽) - 新頁面精靈] 頁面。
6. 按一下包含 TM1 Navigation Viewer、TM1 Cube Viewer 和 TM1 Websheet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的 IBM Cognos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
7. 選取所需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 [新增] 按鈕，以將它們移至 [所選項目] 方塊中。
如果您要從 [所選項目] 方塊中移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請按一下 [移除]。
8. 按一下 [確定]，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將顯示 [設定頁面樣式] 頁面。
9. 自訂頁面的外觀。
●

您可以為頁面新增採用產品語言的標題和說明。若要隱藏標題或說明，請選取相關聯的核
選方塊。
提示：若要變更文字的格式，請按一下 [自訂]。若要返回到預設格式，請按一下 [返回預
設值]。

●

如果需要，請隱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框線、標題欄或標題欄中的編輯按鈕。這樣有助於避
免頁面混亂並使頁面具有統一的外觀。

10. 按一下 [下一步]。
11. 若要將頁面新增至入口網站標籤列，請選取 [將此頁面新增至入口網站標籤] 核選方塊。若要
檢視頁面，請選取 [檢視頁面] 核選方塊。
12. 按一下 [完成]。

修改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您可以定義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預設內容和外觀。對於所有使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的使用者，這些設定會成為預設值。如果您要防止其他使用者變更設定，您可以鎖定入口網站應
用程式來進行編輯。
如果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未被鎖定而可進行編輯，則使用者可以變更其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實例。即
使您重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他們仍將保持其自訂設定。使用者在使用由您配置的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實例，或者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編輯模式下使用 [重設] 按鈕 重設他們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實例時，會繼承您配置的設定。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3. 按一下 [IBM Cognos TM1 Viewer]。
4. 按一下以下某個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旁邊的 [更多]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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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1 Navigation Viewer

●

TM1 Cube Viewer

●

TM1 Websheet Viewer

5. 按一下 [檢視和自訂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將顯示該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6. 在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工具列中，按一下 [編輯] 按鈕

。

隨即顯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頁面。
提示：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變更，請按一下標題列中 [返回] 按鈕

或按一下 [取消]。

7. 根據需要變更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如需有關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的詳細資訊，請參見
TM1 Cube Viewer、TM1 Navigation Viewer 和 TM1 Websheet Viewer 的性質說明。
提示：若要復原預設設定，請按一下 [重設為預設值] 按鈕

。

8. 按一下 [確定]。

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包括符合遠端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Web 服務 (WSRP) 標準的非 Cognos® 入口
網站應用程式，例如 Oracle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或 Sun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由於 WSRP 是一種遠端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新標準，仍處在由許多供應商執行的階段，因此對這些遠端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的驗證和支援可能不完備。
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單一登入可能不可用，因為此功能不超出 WSRP 標準的範圍。
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必須匯入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 (第472頁)。

匯入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如果非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472頁) 符合 WSRP 標準，您可以將其匯入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
如果安裝了適用的 IBM Cognos 元件 (例如 Metric Studio 或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則無需為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執行此程序，因為這些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會自動註冊並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可用。
不支援使用 WAR 檔案匯入非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3. 按一下 [匯入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按鈕
隨即顯示 [指定製作工具] 頁面。
4. 選擇製作工具 Web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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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存在 Web 服務說明語言 (WSDL) 定義檔，則在 [Web 服務說明] 方塊中鍵入其 URL 位
址。
範例如下：
http://wsrp.netunitysoftware.com/WSRPTestService/WSRPTestService.asmx?Operation=WSDL

●

如果 WSDL 定義檔案不存在，請按一下 [遠端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WSRP) 介面的 Web 服
務]，並鍵入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製作工具所需的 URL。

提示：若要匯入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請按一下 [IBM Cognos 製作工具]，然後選擇可用
群組。
5. 按一下 [下一步]。
6. 如果顯示 [指定登入性質] 頁面，請根據需要提供註冊資訊，並再次按一下 [下一步]。
7. 在 [指定名稱與說明] 頁面顯示中，執行以下作業：
●

鍵入名稱，如果需要，也鍵入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的說明和螢幕提示。

●

透過選取或清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旁邊的核選方塊來選擇要匯入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

按一下 [完成]。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會顯示在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標籤上。

控制對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存取
您可以透過設定存取權限來指定哪些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適用於哪些使用者，以及使用者可在特定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上執行的何種動作來控制對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存取。您可以分別為每個入口
網站應用程式或在群組層級處設定存取權限。
若要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新增到頁面或存取其內容，最終使用者需要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讀取、
執行和遍訪權限。
您可以透過關閉 (第277頁)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來暫時限制對它們的存取。如果您要更新入口網站應
用程式製作工具或修改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則可能需要此作業。如果使用者嘗試從其頁面存
取關閉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他們會看到一條訊息。
如果您不希望使用者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看到編輯按鈕，您還可以鎖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這
樣，使用者便無法查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且無法對其進行修改 (第475頁)。

設定存取權限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3. 確定是否在群組層級處或分別為每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存取權限。
●

若要設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的權限，請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其 [性質] 按鈕，然後在
[權限] 標籤上根據需要指定權限。

●

若要設定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權限，請按一下關聯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然後在
[動作] 欄中為所需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按一下其 [性質] 按鈕，並根據需要指定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存取權限和憑證"(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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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 [確定]。

鎖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3. 按一下相應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
4.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與您要鎖定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相關聯的 [鎖定] 圖示

。

或者，按一下 [更多] 連結，然後按一下 [鎖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
圖示會變更為已鎖定。

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快取
Portal Services 可以快取用於快速重新產生頁面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最新視圖的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標記片段。這些標記片段會作為工作階段物件的一部分進行壓縮並儲存在伺服器電腦上。
基本快取單元表示為每個頁面、每個使用者工作階段建立的標記片段。不會永遠快取入口網站應
用程式標記。關閉標記快取可以節省記憶體使用，但會對效能產生負面影響。
可使用以下參數控制執行時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快取的使用：
●

CPSMaxCacheSizePerPortlet
指定為每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每個頁面、每個使用者快取的標記片段數。例如，具有 1000
個使用者、10 個頁面以及每個頁面 4 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值 5 最多可在快取中產生 200000
個項目 (1000 x 10 x 4 x 5)。
此參數可以具有以下值：

參數

值

-1 (預設值)

儲存不限數目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記

0

關閉標記快取

1 或大於 1 的整數

將標記數限制為特定數目

您必須為每台執行簡報服務的應用程式伺服器提供此參數的執行時期值。
●

properties.config.cps.cache.timeToIdleSeconds
指定非作用中狀態期間在快取中保留頁面標記片段的時間長度 (秒)。如果在該段時間內沒有
存取頁面，則會刪除頁面的快取內容。
預設值為 1800 (30 分鐘)。

●

properties.config.cps.cache.timeToLiveSeconds
指定在快取中保留頁面標記片段的時間長度 (秒)。此段時間過後，即使快取仍在作用中，也
會刪除標記。
預設值為 86400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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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ies.config.cps.cache.checkExpiryIntervalSeconds
指定表示系統檢查快取中過期標記片段的頻率的時間長度 (秒)。
預設值為 300 (5 分鐘)。

若要啟用或關閉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記片段的加密，請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 [環境] 類
別的參數 [encryptTemporaryFiles]。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使用者指
南》。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3. 按一下所需的 Dispatcher。
4. 對於 [簡報服務]，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7. 如果顯示該連結，則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否則，繼續執行下一步。
8. 在 [參數] 欄中，鍵入本小節中指定的所需參數。例如，鍵入 CPSMaxCacheSizePerPortlet。
9. 在 [值] 欄中，鍵入參數所需的值。
10. 按一下 [確定]。
11. 再次按一下 [確定]。
12. 按一下位於頁面頂部的路徑中的 [配置] 連結。
您會返回到 Dispatcher 清單。
13. 如果您配置了多個 Dispatcher，請對其餘的每個 Dispatcher 執行步驟 3 到步驟 12。
14.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修改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您可以定義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預設內容和外觀。對於所有使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使用者，這
些設定會成為預設值。如果您要防止其他使用者變更設定，您可以鎖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來進行
編輯。
如果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未被鎖定而可進行編輯，則使用者可以變更其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實例。即
使您重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他們仍將保持其自訂設定。使用者在使用由您配置的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實例，或者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編輯模式下使用 [重設] 按鈕
式實例時，他們會繼承您配置的設定。

重設他們的入口網站應用程

在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顯示的應用程式可能包括可編輯的應用程式參
數，這些參數具有開發人員定義的預設值。若要變更使用者視為預設值的參數值，您必須編輯
applications.xml 檔案。如需有關修改應用程式參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Developer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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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可配置性質有所不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Portal Services 的使用
者參考說明"(第761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3. 按一下所需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
4. 在您要修改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旁邊，按一下 [更多] 連結。
5. 按一下 [檢視和自訂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隨即顯示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6. 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工具列中的 [編輯] 按鈕

。

當您修改 IBM Cognos Content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您可以使用 [配置] 按鈕
功能。

來存取其他

隨即顯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頁面。
提示：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變更，請按一下標題列中的 [返回] 按鈕
消]。

或按一下 [取

7. 根據需要變更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
提示：若要復原預設設定，請按一下 [重設] 按鈕

。

8. 按一下 [確定]。

在 RSS 檢視器和 IBM Cognos Navigator 中顯示來源 RSS 供稿中的 HTML 代碼
某些 RSS 通路包含作為其標題和說明欄位的一部分的 HTML 代碼順序。出於安全性原因，如果
HTML 代碼存在於來源 RSS 供稿中，則會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RSS 檢視器和 IBM Cognos Navigator
的新聞清單視圖中將其關閉。另外，一系列 HTML 控制字元會顯示在兩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
題和說明欄位中。
您可以覆蓋此設定並允許在 RSS 檢視器和 IBM Cognos Navigator 中執行 HTML 代碼，以按照 RSS
供稿發佈者的意圖顯示代碼。若要執行該作業，請為 Dispatcher 簡報服務指定值為「true」的
CPSRssAllowUnsafeCharacters 執行時期參數。該參數的預設值為「false」。
警告：允許從外部來源執行 HTML 代碼會對安全性構成威脅。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3. 按一下所需的 Dispatcher。
4. 對於 [簡報服務]，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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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7. 如果顯示該連結，則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
8.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 CPSRssAllowUnsafeCharacters。
9. 在 [值] 欄中，鍵入 True 作為該參數的值。
10. 按一下 [確定]。
11. 再次按一下 [確定]。
12. 按一下位於頁面頂部的路徑中的 [配置] 連結。
您會返回到 Dispatcher 清單。
13. 如果您配置了多個 Dispatcher，請對其餘的每個 Dispatcher 執行步驟 3 到步驟 12。

樣式
樣式是一組已定義的資源 (例如影像和層疊樣式表)，其控制 IBM® Cognos® Web 介面的外觀。商標
影像和字型也是樣式的一部分。
樣式的資源位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 目錄中。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提供以下預先定義的樣式：

樣式

說明

商業

使用柔和色彩。建立簡潔、專業的外觀。

古典

符合 Metric Studio 使用的樣式。

當代

使用更大膽、更鮮艷的色彩。

公司

符合 IBM Cognos 公司商標。這是 IBM Cognos BI 中的預設樣式。

現代

符合 IBM Cognos ReportNet 使用的樣式。

表現方式

專門用於投影的 Corporate 樣式的變化。使用較大的字型和增加的對比。

如果預先定義的樣式不符合您的要求，則您可以建立您自己的樣式，並使其在 IBM Cognos BI 中可
用 (第525頁)。
執行時，個別使用者可以選擇任何可用的樣式，以在他們的 Web 介面中使用 (第283頁)。請確保所
有使用者均有權存取至少一個樣式。
新使用者的初始樣式設定由預設使用者設定檔確定。如需有關變更使用者設定檔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管理使用者設定檔"(第357頁)。
管理樣式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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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新樣式 (第478頁)

●

控制對樣式的存取 (第478頁)

●

修改樣式 (第479頁)

新增新樣式
您可以新增新樣式，以在 Content Manager 中建立樣式物件並使它與產品目錄中的樣式資源相關聯。
使用此功能可以根據既有的樣式資源新增自訂樣式或建立其他樣式。例如，您可以在 c10_location/
webcontent/skins/corporate 目錄中新增名為 blue 的新樣式，並使其與 corporate 樣式資源相關聯。
在可以新增自訂樣式之前，樣式資源必須存在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 目錄中。如需有關自
訂樣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自訂樣式"(第525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樣式]。
隨即顯示建立新樣式精靈。
3. 按一下 [新樣式] 按鈕

。

4. 鍵入樣式的名稱，如果需要，也鍵入螢幕提示和說明。
樣式名稱可以是任何所需的單字或片語。它無需與樣式資源所位於的產品目錄的名稱相符合。
提示：您只能在目前使用的產品語言中指定樣式名稱、說明和螢幕提示。若要為其他語言指
定這些值，您可以稍後修改該樣式 (第479頁)。
5. 按一下 [下一步]。
6. 指定樣式資源的位置：
●

在 [樣式資源位置] 方塊中，於樣式資源所在的目錄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 中鍵入樣
式目錄的名稱。
您可以指定其中一個預先定義的樣式目錄，例如 corporate、classic 或 modern，或自訂目錄
(如果存在)。如需有關使用自訂樣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自訂樣式"(第525頁)。

●

在 [預覽資源] 方塊中，鍵入樣式預覽資源的位置。
預覽資源的範例可以是 Web 伺服器頁面、視訊或影像。
當預覽資源位於預設位置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_name 目錄) 中時，僅指定檔
名。如果不是預設位置，請指定相對路徑 (包括檔名)。

7. 按一下 [完成]。

控制對樣式的存取
使用者可能需要在他們的 Web 介面中使用其他樣式，這取決於公司商標要求、區域或產品實施方
案。例如，亞洲使用者的樣式可能具有其他地理位置的使用者未套用的特性。因此，對於非亞洲
使用者而言，可隱藏這些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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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透過在樣式上設定存取權限來控制對它們的存取。若要使樣式適用於最終使用者，您可以
將執行權限授予所需的使用者、群組或角色。不需要其他權限。因此，樣式會顯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使用者偏好設定中(第283頁)。使用者可以使用樣式，但無法對其進行修改。
可授予管理員使用者讀取、寫入或設定政策的權限。遍訪權限對於樣式而言，則是無關緊要的。
如需有關安全性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存取權限和憑證"(第237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樣式]。
3. 按一下樣式名稱旁邊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4. 按一下 [權限] 標籤。
5. 選取 [覆蓋母項目獲取的存取權限] 核選方塊。
6. 授予所需類型的存取權限。
●

對於最終使用者，可以將執行權限授予需要存取該樣式的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

為管理員，授予讀取、寫入或設定政策的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為項目設定存取權限"(第240頁)。

修改樣式
您可以修改既有樣式以
●

變更樣式名稱、說明和螢幕提示
您可以重新命名任何預先定義或自訂樣式，以使用更適合於 Web 介面的樣式名稱。

●

為不同語言版本的產品新增、變更或移除樣式名稱、說明和螢幕提示
您可能要使樣式名稱、說明和螢幕提示與使用者的產品語言相符。

●

修改樣式目錄
您可在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 中將現有樣式與其他樣式目錄相相關聯。例如，當樣式目
錄的名稱因產品轉換成其他語言而變更時，您可能需要執行此作業。

如需有關樣式一般性質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項目性質"(第268頁)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樣式]。
3. 按一下您要修改的樣式旁邊的箭頭，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提示：若要查看樣式預覽，請按一下 [更多]，然後按一下 [預覽此樣式]。
4. 按以下方式修改樣式性質：
●

按一下 [一般] 標籤，以重新命名樣式並指定其螢幕提示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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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樣式] 標籤，以 [樣式資源位置] 方塊中變更樣式目錄並在 [預覽資源] 方塊中指定
樣式預覽源的位置。
您要指定的樣式目錄必須存在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 目錄中，並且相應的 .xml 檔
案必須存在於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fragments/styles/skins 目錄中。如需有關使
用自訂樣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自訂樣式"(第525頁)。

5.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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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網站
您可以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既有的企業入口網站，以便可以在您的入口網站 (而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顯示 Cognos 內容。
您可以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以下入口網站：
●

IBM WebSphere® 5.0、5.1、6.0 和 6.1 (第481頁)

●

SAP Enterprise Portal 6.0、6.4、7.0 和 7.1 (第485頁)

●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Portal Server 10.3 (第489頁)

●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3 (第493頁)

●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7 和 2010 (第501頁)

如果您要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使用 ReportNet® 1.1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則可能需要
對它們進行升級 (第507頁)。
依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檔案路徑的根名稱為 Cognos。您可以變更根目錄名稱 (第507頁)。
作為附加的安全性措施，您可以關閉將 IBM Cognos 通行證 ID 作為 URL 參數在使用者瀏覽器和
IBM Cognos Gateway 之間傳輸的機制 (第508頁)。
部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後，您可以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您的入口網站之間啟用單一登入 (第510
頁)。

附註
●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iView。本文件可能將 iView 稱為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

●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本文件可能將 Web
組件稱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WebSphere Portal 5.0、5.1、
6.0 和 6.1
您必須先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入口網站伺服器，然後使用者才能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新增到他們的入口網站頁面。
您可以部署以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

IBM® Cognos 內容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Navigator、IBM Cognos Search 和 IBM Cognos Viewer。

●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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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IBM Cognos 影響圖表和
IBM Cognos 自訂圖表。

在開始部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前，請確保已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包括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Portal Services)。
對於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還必須安裝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如果未安裝或無法使用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則入口網站管理員應在安裝入
口網站應用程式檔案之後，關閉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482頁)。
對於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還必須安裝 Metric Studio。如果未安裝或無法使
用 Metric Studio，則入口網站管理員應在安裝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檔案之後，關閉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482頁)。
您必須先使用管理員權限登入到該入口網站。
部署程序包含以下任務：
❑

安裝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檔案

❑

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

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快取

❑

自訂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

部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後，您可以為您的 WebSphere® Portal 環境配置安全性 (第510頁)。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附註：對於不同版本的 WebSphere Portal，本節中記錄的任務可能稍有不同。

安裝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檔案
您必須先安裝位於 c10_location\cps\ibm\portlets 目錄中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檔案 CognosBIPortlets.war，
然後 Cognos® 內容才會顯示在任何 WebSphere® 頁面中。此檔案包含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對應
的應用程式：一個對應於 IBM® Cognos Navigator、IBM Cognos Search 和 IBM Cognos Viewer、一個
對應於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還有一個對應於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IBM Cognos 歷程
記錄圖表、IBM Cognos 影響圖表和 IBM Cognos 自訂圖表。
若要安裝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檔案，您必須使用管理員權限登入到入口網站，並且能夠從您的檔案
系統或網路檔案系統存取 CognosBIPortlets.war 檔案。如果 Portal Services 安裝不在您的網路存取範
圍以內，則您必須手動將 CognosBIPortlets.war 檔案移動到可存取的位置。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檔案僅可以安裝一次。但是，如果需要，可以對其進行更新。

步驟
1. 在入口網站頁面的頂部，按一下 [Administration] 標籤。
2. 從左側的功能表中，按一下 [Portlet Management]、[Web Modules]，然後按一下 [Install]。
提示：若要更新 CognosBIPortlets.war 檔案，請按一下 [Web Modules]，選取該檔名，然後按一
下 [update web module]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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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Browse] 按鈕，並在 c10_location\cps\ibm\portlets 目錄中選取 CognosBIPortlets.war 檔案。
4. 按一下 [Next]。
5. 按一下 [Finish]。
您會收到用來確認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已成功安裝的訊息。

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以便指定 Portal Services 的登入機制和伺服器元件的位址。必須針對所有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集 (IBM® Cognos 內容入口網站應用程式、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
口網站應用程式和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執行此作業。

步驟
1. 在 [Administration] 標上，按一下 [Portlet Management]、[Web Modules]。
2. 按一下 CognosBIPortlets.war 檔案。
隨即顯示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清單。
3. 對於所需的應用程式，請按一下 [edit portlet application] 按鈕

。

隨即顯示編輯頁面。
4. 對於 [Active Credential Type] 性質，請輸入以下其中一個值來指定在安裝中使用的單一登入機
制。
●

LtpaToken

●

HttpBasicAuth

●

SiteMinderToken

●

WebSealToken

如需有關為 Portal Services 配置單一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配置 Portal Services 的安全性"(第510
頁)。
5. 對於 [IBM Cognos WSRP WSDL Location] 性質，請根據需要修改 URL，以連線至 CPS 伺服器。
URL 必須包含正確的協定、伺服器名稱、連接埠號和伺服器路徑。
依預設，協定為 http。如果將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配置為透過安全通訊端層 (SSL)
連線存取，請將協定變更為 https。
伺服器路徑必須指向 IBM Cognos Gateway。
●

對於 IBM Cognos Navigator、IBM Cognos Search 和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路徑為 c10_gateway/wsrp/cps4/portlets/nav?wsdl&b_action=cps.wsdl。

●

對於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路徑為 c10_gateway/wsrp/cps4/portlets/
sdk?wsdl&b_action=cps.wsdl。

●

對於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路徑為 c10_gateway/wsrp/cps4/portlets/
cmm?wsdl&b_action=cps.wsdl。

6. 按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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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由使用者新增到頁面。您可以配置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以便其預設設定對所有使用者都相同。
7. 對於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重複步驟 3 到步驟 6。
附註：僅在安裝了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後，您才可以建立 IBM Cognos 延伸應
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如需有關為 Portal Services 建立延伸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Developer Guide》。

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快取
Portal Services 可快取用於快速重新產生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頁面近期檢視的 HTML 標記片段。 會壓
縮這些標記片段，並將其儲存在使用者的工作階段物件中。 您可以為每個使用者的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配置儲存的頁數。
每個頁面的標記片段大小取決於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複雜程度，但通常大約為 5KB。 依預設，快
取可為每個使用者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儲存十頁。

步驟
1. 在 [Administration] 標上，按一下 [Portlet Management]、[Web Modules]。
2. 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檔案 CognosBIPortlets.war。
3.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清單中，按一下您所需的應用程式。
4. 對於您要設定快取大小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按一下 [configure portlet] 按鈕

。

5. 對於 [Maximum Cached Pages] 性質，請輸入您要快取的最大頁面數。
6. 按一下 [OK]。
7. 為每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重複步驟 4 到步驟 6。
8.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自訂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
作為管理員，您可以定義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預設內容和外觀。當您使用 [配置] 按鈕
口網站應用程式實例時，這些設定會成為檢視此實例的所有使用者的預設設定。

自訂入

如果未鎖定要編輯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並且使用者擁有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所在頁面的 [Privileged
user] 存取權限，則使用者可以為其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實例自訂內容。即使您重設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使用者仍將保持其自訂設定。僅在使用者檢視您配置的實例，或者使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編
輯頁面中的 [重設] 按鈕重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使用者才會繼承您配置的設定。
在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顯示的應用程式可能包括可編輯的應用程式參
數，這些參數具有開發人員定義的預設值。若要變更使用者視為預設值的參數值，您必須編輯
applications.xml 檔案。如需有關修改應用程式參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Developer Guide》。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可配置性質有所不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Portal Services 的使用
者參考說明"(第7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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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phere Portal 6.0 和 6.1 的特別注意事項
在 WebSphere® 6.0 和 6.1 版中，對於定義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外觀，管理員有兩種類型的配置層
級：[管理員] 和 [共用]。
●

使用可讓您存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Configure] 模式的 [Administrator configuration] 時，您的變更
會影響適用於所有使用者的所有頁面上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所有實例。

●

使用可讓您存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Edit shared settings] 模式的 [Shared configuration] 時，您的變
更會影響頁面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特殊實例並且適用於所有使用者。

●

具有 [Shared configuration] 權限的管理員不可使用名為個人的第三種配置層級 (可讓您存取入口
網站應用程式的 [Personalize] 模式)。這是因為 IBM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支援 IBM Portlet
API。使用 [Personal configuration] 對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所做的變更僅影響使用者的入口網站應
用程式視圖。

步驟
1. 前往您新增了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頁面。
2. 按一下您要進行配置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 [配置] 按鈕

。

3. 根據需要編輯設定。
這些設定會成為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使用者實例的預設設定。
4. 按一下 [OK]。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SAP Enterprise Portal 6.0、
6.4、7.0 和 7.1
您必須先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入口網站伺服器，然後使用者才能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新增到他們的入口網站頁面。
您可以部署以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

IBM® Cognos 內容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Navigator、IBM Cognos Search 和 IBM Cognos Viewer

●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IBM Cognos 影響圖表和
IBM Cognos 自訂圖表。

在開始部署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前，請確保已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包括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Portal Services)。
對於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還必須安裝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如果未安裝或無法使用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則入口網站管理員應在安裝 IBM
Cognos 商業套件之後，關閉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4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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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還必須安裝 Metric Studio。如果未安裝或無法使
用 Metric Studio，則入口網站管理員應在安裝 IBM Cognos 商業套件之後，關閉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第486頁)。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iView。此文件的部分內容將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稱為 iView。
您必須先使用管理員權限登入到該入口網站。
部署程序包含以下任務：
❑

安裝 IBM Cognos 商業套件。SAP Enterprise Portal 6.0、6.4 和 7.0 版本與 7.1 版本的程序不同。

❑

編輯 iView 的性質

❑

設定預設 iView 內容和外觀

部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後，您必須為您的 SAP Enterprise Portal 環境配置安全性。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Software Services 網站上的 [經過證明的實踐]。
附註：IBM Cognos BI 中的 Portal Services 支援 SAP Portal 6.0、6.4、7.0 和 7.1。本文件分別介紹適用
於 6.0-7.0 版本和 7.1 版本的管理任務。

為 6.0、6.4 和 7.0 版本安裝 IBM Cognos 商業套件
IBM® Cognos® 商業套件是一個企業入口網站檔案庫 (.epa) 檔案，位於 installation_location\cps\sap\
sap70\com.cognos.epa。此套件包含 IBM Cognos Navigator、IBM Cognos Search、IBM Cognos Viewer、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IBM Cognos
影響圖表、IBM Cognos 自訂圖表 iView 以及 com.cognos.pct.cognos.ivew.par 檔案。
您必須使用管理員權限登入到入口網站，並且能夠從您的檔案系統或網路檔案系統存取
com.cognos.epa 檔案。如果 IBM Cognos 安裝不在您的網路存取範圍以內，則必須手動將 com.cognos.epa
檔案移動到可存取的位置。

步驟
1. 在入口網站中，按一下 [System Administration] 標籤。
2. 在 [Transport] 標籤上，按一下 [Import]。
3. 在 [Source for Package Files] 旁邊，按一下 [Client]。
如果 [Client] 不正常工作，請按一下 [Server]。
4. 按一下 [Browse]，找到 SAP_installation\usr\sap\env\SYS\global\pcd\Import 目錄 (env 為您的環境)，
然後按一下 [Open]。將 com.cognos.epa 檔案複製到此目錄。
如果您在上一步中已按一下 [Server]，請瀏覽位於 SAP_installation\usr\sap\env\SYS\global\pcd\Import
目錄中的 com.cognos.epa 檔案，其中 env 表示因環境而異的目錄。首先，必須將 com.cognos.epa
檔案複製到此目錄。
5. 按一下 [Up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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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7.1 版本安裝 IBM Cognos 商業套件
IBM® Cognos® 商業套件是一個軟體元件檔案庫 (.sca) 檔案，名為 com.ibm.cognos.sca。此套件包含
IBM Cognos Navigator、IBM Cognos Search、IBM Cognos Viewer、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IBM Cognos 影響圖表、IBM Cognos 自訂圖表
iView 以及 installation_location\cps\sap\package\com.cognos.war 檔案。
您必須使用管理員權限登入到入口網站，並且能夠從您的檔案系統或網路檔案系統存取
com.ibm.cognos.sca 檔案。如果 IBM Cognos 安裝不在您的網路存取範圍以內，則必須手動將
com.cognos.war 檔案移動到可存取的位置。
提示：如果您將 SAP 7.1 版與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8.4 或更低版本一起執行並部署 IBM
Cognos BI 10.1.0 版，則可能會收到部署錯誤，指明 com.cognos.pct.iview 已經存在 (或類似檔案 [歸
sap.com 所有] 已經存在)。發生此情形時，請取消部署 com.cognos.epa 和 com.cognos.pct.iview，並重
新部署 com.ibm.cognos.sca 檔案。
可使用 SAP Netweaver Developer Studio 軟體來新增和部署軟體元件檔案庫。通常將軟體元件檔案庫
新增至 Install_Dev_Studio\SAP\IDE\CE 資料夾。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AP Netweaver Developer Studio 的文件。

編輯 iView 的性質
商業套件中包含 Cognos® iView (第485頁)。為每個 iView 編輯性質以便其可用於您的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
下表顯示了您可能需要修改的某些性質。

性質

說明

CPS: 連線
伺服器

表示連線到 Portal Services 伺服器所需的 URL。URL 必須包含正確的協定、伺服器名稱、連接埠號和
伺服器路徑。依預設，協定為 http。如果將 IBM Cognos BI 配置為透過安全通訊端層 (SSL) 連線來存
取，請將協定變更為 https。伺服器路徑必須指向 IBM Cognos Gateway。
●

對於 IBM Cognos Navigator、IBM Cognos Search 和 IBM Cognos Viewer iView，路徑為 c10_gateway/
wsrp/cps4/portlets/nav?wsdl&b_action=cps.wsdl

●

對於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 iView，路徑為 c10_gateway/wsrp/cps4/portlets/sdk?wsdl&b_action=cps.
wsdl

●

對於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和 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 iView，路徑為 c10_gateway/wsrp/cps4/
portlets/cmm?wsdl&b_action=cps.w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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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CPS: 配置
模式角色

指定其成員 (通常為管理員) 可以修改預設 iView 性質 (第488頁) 的 SAP 角色。
這些使用者可以查看位於 iView 性質頁面底部的 [Edit the properties for all users] 連結，並且可以使用該
連結修改預設 iView 性質。
僅可以指定一個 SAP 角色來修改預設 iView 性質。
預設值：content_admin_role

步驟
1. 使用管理員權限登入到入口網站。
2. 按一下 [Content Administration] 標籤。
3. 在左側視窗的 [Browse] 標籤上，展開 [Portal Content] 資料夾。
4. 繼續展開資料夾，直到您看到 Cognos iView。
依預設，Cognos iView 會匯入以下位置之一：
●

IBM Cognos 8.4 和更早版本：入口網站內容、其他供應商提供的內容、最終使用者內容、
com.cognos.pct、iview 資料夾

●

IBM Cognos BI 10.1： 入口網站內容、其他供應商提供的內容、最終使用者內容、IBM
Cognos 軟體、iview 資料夾

5. 連按兩下您要修改的 iView。
隨即在主視窗中顯示 [Property Editor]。
6. 在 [Property Category] 下拉清單中，按一下 [Show All]。
7. 根據需要編輯性質。
8. 按一下 [Save]。
9. 對每個 Cognos iView 重複步驟 5 到步驟 8。
10. 如果您要測試 IBM Cognos BI 和 Portal Services 之間的連線，請按一下 [Preview] 按鈕。

為所有使用者設定預設 iView 內容和外觀
管理員可以定義 Cognos® iView 的預設內容和外觀。最終使用者將 iView 新增到他們的頁面後，隨
即啟用預設性質。例如，在 IBM® Cognos Navigator iView 中，管理員可以定義預設顯示資料夾或套
件。使用者將此 iView 新增到他們的頁面後，即可看到由管理員指定的資料夾或套件。
最終使用者可以變更 Cognos iView 性質，以個人化他們的頁面。所做的變更不會影響其他使用者
或其他頁面的 iView。如果管理員變更了 iView 的預設性質，也不會影響個人化設定。使用者可以
按一下 [重設] 按鈕以恢復到目前的管理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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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變更所有使用者的 iView 性質，您必須是具有所需存取權限的 SAP 角色的成員。此角色由
[CPS: Configuration Mode Role] 性質指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編輯 iView 的性質"(第487頁)。

步驟
1. 使用管理員權限登入到入口網站。
2. 瀏覽到包含 Cognos iView 的頁面。
3. 對於您要修改的 iView，請按一下 iView 右上角的選項功能表按鈕，然後選取 [Personalize]。
隨即顯示 iView 性質頁面。
4. 在頁面的底部，按一下 [編輯所有使用者的性質] 連結。
5. 根據需要變更性質。
這些設定會成為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使用者實例的預設設定。
6. 按一下 [儲存]。
7. 對其他 Cognos iView 重複步驟 3 到步驟 6。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到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10.3 入口網站中
您可以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到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伺服器中，以便最
終使用者可以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新增到他們的頁面中。您必須先安裝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Kit for Java。如需有關下載說明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文件。
您可以部署以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

Cognos® 內容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Navigator、IBM Cognos Search 和 IBM Cognos Viewer

●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IBM Cognos 影響圖表和
IBM Cognos 自訂圖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在開始部署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前，請確保已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包括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Portal Services)。
對於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還必須安裝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如果未安裝或無法使用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則入口網站管理員應在匯入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套件檔案 (第492頁) 之後關閉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
對於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還必須安裝 Metric Studio。如果未安裝或無法使
用 Metric Studio，則入口網站管理員應在匯入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套件檔案 (第492頁) 之後關
閉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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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先使用管理員權限登入到該入口網站。
部署程序包含以下任務：
❑

啟動遠端伺服器

❑

匯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套件檔案

❑

連線到遠端伺服器

❑

自訂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

部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後，您可以為您的 WebCenter Interaction 環境配置安全性 (第510頁)。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啟動遠端伺服器
遠端伺服器是一個 IBM® Cognos® Web 應用程式，作為核心 IBM Cognos 元件與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之間的接口使用。遠端伺服器應用程式是 cps-wci.war 檔案，該檔案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在 c10_location\cps\oracle\gadgets 目錄中。
依預設，安裝 IBM Cognos BI 之後，不會啟動遠端伺服器。如果要在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入口網
站中使用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則必須啟動遠端伺服器。
您可以將遠端伺服器部署至其他伺服器。請確保正確配置設定，以便遠端伺服器可以存取 IBM
Cognos Gateway。
您可以在遠端伺服器處於預設配置狀態時，啟動該伺服器。但是，只有符合以下條件時，預設遠
端伺服器才會正常工作：
●

使用 CGI Gateway 配置 IBM Cognos BI。

●

遠端伺服器與可以使用 http://localhost/ibmcognos 存取的 IBM Cognos Gateway 在同一台伺服器上
執行。

如果這些條件不適用於您的安裝，則在啟動遠端伺服器之前，必須為其變更配置設定。
若要啟動遠端伺服器，您必須將遠端伺服器部署至作用中 webapps 資料夾：
●

對於 Tomcat，將 cps-wci.war 檔案從 c10_location\cps\oracle\gadgets 目錄複製到 c10_location\webapps
資料夾中。
Tomcat 會自動更新所有受影響的目錄，並且啟動遠端伺服器。此程序可能需要幾分鐘時間。

●

對於其他應用程式伺服器，請遵循其管理指南中的說明。

●

如果使用預設設定，則應在建立 c10_location\webapps\cps-wci\WEB-INF\lib 後，將所有 WebCenter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Kit (IDK) jar 檔案從 devkit 資料夾複製到其中。

現在您即可匯入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套件檔案 (第492頁)。

重新配置遠端伺服器
如果預設遠端伺服器配置不適用於您的安裝，或者您要變更配置，則可以透過修改 cpsalui.properties
檔案來變更配置設定。之後，您必須重新建置遠端伺服器 (cps-wci.war)，並透過將其部署至 Web
應用程式伺服器的作用中 webapps 資料夾來啟動它。
可以變更以下遠端伺服器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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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cps_
endpoint

指定連線到 IBM Cognos 伺服器和萃取 WSDL 資訊的 URL。
http://localhost/ibmcognos/cgi-bin/cognos.cgi/wsrp/cps4/portlets/[package]?wsdl&b_action=xts.
run 的預設值指定在與正在執行的遠端伺服器相同的伺服器上配置 IBM Cognos Gateway。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透過 CGI Gateway 存取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否則，必
須相應地修改此參數。
以下是此參數值的幾個範例：
●

http://myserver/servletgateway/wsrp/cps4/portlets/[package]?wsdl&b_action=cps.wsdl
指定在名為 myserver 的伺服器上安裝 IBM Cognos Servlet Gateway。

●

http://myserver/ISAPIgateway/wsrp/cps4/portlets/[package]?wsdl&b_action=cps.wsdl
指定在名為 myserver 的伺服器上安裝 IBM Cognos ISAPI Gateway。

forward_
cookies

指定出於單一登入的目的而必須傳送給 IBM Cognos 伺服器的 Cookie 的名稱。
如果用於安裝的單一登入機制取決於特定的作用中憑證 Cookie，則必須將此 Cookie 從
WebCenter Interaction 伺服器傳遞至 IBM Cognos 伺服器。
預設：空

cps_auth_ 指定資源共享機密金鑰的值。
secret
此參數為可選參數。僅在將您的環境配置為使用資源共享機密單一登入機制時，才會
使用。指定此參數後，使用者的身份會透過 HTTP 頁首變數 (該變數已使用資源共享
機密值加密) 傳送到 IBM Cognos 伺服器。
此參數的值必須與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指定的值相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配置 Portal Services 的安全性"(第510頁)。
cps_auth_ 自訂 Custom Java™ 提供程式的名稱環境 ID。
namespace

步驟
1. 停止您的應用程式伺服器 (例如 Tomcat)，或停止遠端伺服器應用程式。
2. 透過執行以下作業之一，移除既有遠端伺服器：
●

對於 Tomcat，從 c10_location\webapps 目錄中刪除 cps-wci 資料夾和 cps-wci war 檔案。

●

對於其他應用程式伺服器，請遵循其管理指南中的說明。

3. 開啟 cpsalui.properties 檔案。
該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cps/oracle/webapps/gadgets/WEB-INF/classes 目錄中。
4. 根據需要變更設定並儲存檔案。
5. 將所有 WebCenter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Kit (IDK) jar 檔案從 devkit 資料夾複製到 c10_location\
cps\oracle\webapps\gadgets\WEB-INF\lib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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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透過執行以下批次檔來重建遠端伺服器：
●

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執行 c10_location\cps\oracle\build.bat

●

在 UNIX® 或 Linux® 作業系統中，執行 c10_location\cps\oracle\build.sh

遠端伺服器 (cps-wci.war) 的配置設定將變更。
7. 啟動遠端伺服器 (第490頁)。
現在您即可匯入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套件檔案 (第492頁)。

匯入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套件檔案
在安裝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過程中，會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套件檔案
CognosOracleWCIPortletPackage.pte 作為一個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元件進行安裝。此檔案包含 Web
服務、遠端伺服器和對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定義 (第489頁)。
匯入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套件檔案時，您會為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伺服器建立一個實
例，並為每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建立一個實例。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伺服器可用作入口網站
應用程式的繫結層。您也可以為入口網站使用者提供使用者可從中選擇內容和版面的預設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
每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均以預設狀態顯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不包含任何 Cognos 內容，並且對於
入口網站管理員，預設的存取權限是讀取和寫入權限，而對於入口網站使用者，預設的存取權限
是唯讀權限。

適用於 WebCenter Interaction 的步驟
1. 在入口網站頁面的頂部，按一下 [Administration]。
2. 按一下 [Select Utility]，然後按一下 [Migration - Import]。
3. 選取 [Folder Information]，然後按一下 [Browse]。
4. 選取您建立用於儲存新資源的資料夾，然後按一下 [OK]。
5. 在 [General Info] 下面按一下 [Browse]，找到 CognosOracleWCIPortletPackage.pte。
該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cps/oracle/gadgets 目錄中。
6. 按一下 [Open]，然後按一下 [Load Package]。
7. 按一下 [Finish]，然後按一下 [OK]。
會在 Portal Services 資料夾中顯示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現在，您可以連線到遠端伺服器 (第492
頁)。

連線到遠端伺服器
必須先配置並啟動遠端伺服器 (第490頁)，然後您才能連線到該遠端伺服器。

步驟
1. 按一下包含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資料夾。
2. 展開 [Remote Server] 資料夾，然後按一下 [IBM Cognos Port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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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Edit Remote Server] 頁面中的 [Remote Server Properties] 方塊中，將 [Base URL] 從 http://localhost:
9300/ 變更為以下值，其中 gadget_server 是托管 IBM® Cognos 遠端伺服器的伺服器的名稱或 IP
位址，port 是遠端伺服器使用的埠號。http://gadget_server:port。
預設連接埠號為 9300。
範例如下：http://myserver:9300/
4. 按一下 [Finish]。

自訂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
您可以定義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預設內容和外觀。自訂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實例時，對於檢視該實
例的所有使用者，設定均會變為預設值。
如果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未被鎖定而可進行編輯，則使用者可以為其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實例自訂內
容。即使您重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使用者仍將保持其自訂設定。僅在使用者檢視您配置的實例，
或者使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編輯頁面中的 [重設] 按鈕重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使用者才會繼承
您配置的設定。
在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顯示的應用程式可能包括可編輯的應用程式參
數，這些參數具有開發人員定義的預設值。若要變更使用者視為預設值的參數值，您必須編輯
applications.xml 檔案。如需有關變更應用程式參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Developer Guide》。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可配置性質有所不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Portal Services 的使用
者參考說明"(第761頁)。

步驟
1. 前往您新增了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頁面。
2. 為您要配置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按一下 [配置] 按鈕。
3. 根據需要編輯設定。
這些設定會成為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使用者實例的預設設定。
4. 按一下 [Done]。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3
您可以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到入口網站伺服器中，以便使用者可以將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新增到他們的頁面。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此文件的部分內容將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稱為 Web 組件。
您可以部署以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

IBM® Cognos 內容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Navigator、IBM Cognos Search 和 IBM Cognos Viewer

●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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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若要部署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還必須安裝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IBM Cognos 影響圖表和
IBM Cognos 自訂圖表。
若要部署這些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還必須安裝 IBM Cognos Metrics Manager Server。

在部署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前，請確保已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包括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Portal Services)。並且請確保符合以下條件：
●

您具有對托管 SharePoint 的 IIS 伺服器電腦的管理存取權限。

●

您具有對 IBM Cognos BI 安裝目錄 c10_location/cps/sharepoint 的管理存取權限。

●

安裝了其他支援語言所需的 WSS 語言範本套件 (每種語言對應一個 WSS 語言範本套件)。

如需有關建議的作業系統和 SharePoint 相關的更新以及所需作業系統修補程式的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Resource Center 網站 (http://www.ibm.com/software/data/cognos/customercenter/) 上的一致性資訊。
若要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請執行以下任務：
❑

設定虛擬目錄並變更 Gateway URI (第494頁)
如果您的 Web 伺服器是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則此步驟適用。

❑

將 Cognos Web 組件資源複製到 IIS HTTP 根目錄中 (第495頁)

❑

設定 IBM Cognos 安全性信任檔案 (第496頁)

❑

修改 .NET Framework web.config 檔案 (第497頁)

❑

修改 Cognos Web 組件目錄檔案 (第499頁)

❑

重新啟動 IIS (第499頁)

❑

將 Cognos Web 組件新增到 SharePoint 頁面 (第499頁)

❑

自訂 Cognos Web 組件的內容 (第500頁)

部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後，您可以為您的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環境配置安全性 (第510頁)。 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設定虛擬目錄並變更 Gateway URI
如果您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並計劃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入口網站與
IBM® Cognos® Web 組件之間啟用單一登入，則必須為 IBM Cognos 伺服器
●

建立 cps 和 cps/cgi-bin 虛擬目錄並在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中為它們啟用匿
名存取 (第495頁)。

●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將 Gateway URI 指向 Cognos Portal Services Gateway (第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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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Cognos Software Services 網站上的「經過證明的實踐」。

設定虛擬目錄的步驟
1. 在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中，建立 cps 虛擬目錄並為此目錄分配以下性質：
●

指定指向 c10_location/webcontent 的路徑。

●

授予對此目錄的讀取權限。

●

啟用匿名存取。

●

請確保未選取 [整合式 Windows 驗證]。

2. 在 cps 虛擬目錄下，建立另一個名為 cgi-bin 的目錄，並為此目錄分配以下性質：
●

指定指向 c10_location/cgi-bin 的路徑。

●

授予對此目錄的執行權限。

●

啟用匿名存取。

●

請確保未選取 [整合式 Windows 驗證]。

變更 Gateway URI 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對於 [環境] 類別，請將 [Gateway URI] 變更為指向 Cognos Portal Services Gateway。
正確設定後，Cognos Portal Services Gateway URI 應如下所示：http://webserver/cps/cgi-bin/cognosisapi.
dll/wrsp/cps4/portlets/nav?b_action=cps.wsdl&wsdl。
3. 確保其餘的 [環境] 性質都指向同一 URI。
4.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將 Cognos Web 組件資源複製到 IIS HTTP 根目錄
IBM® Cognos® 軟體提供將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與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整合
在一起所需的資源。這些資源包括適用於不同語言的 Web 組件 DLL 和適用於各個 Cognos Web 組
件的目錄檔。您必須將這些資源複製到 IIS HTTP 根目錄中，以使其適用於 SharePoint。

步驟
1. 前往 c10-location/cps/sharepoint 目錄。
2. 將所有檔案從此目錄複製到如下表中所指定的 IIS HTTP 根目錄。
例如， IIS HTTP 根目錄可以是 C:/Inetpub/wwwroot for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3。

檔案

IBM Cognos
目錄

IIS HTTP 根目錄

Cognos.BI.WebPart.dll

/bin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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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IBM Cognos
目錄

IIS HTTP 根目錄

Cognos.BI.WebPart.resources.dll

/bin/de

/bin/de

Cognos.BI.WebPart.resources.dll

/bin/en

/bin/en

Cognos.BI.WebPart.resources.dll

/bin/fr

/bin/fr

Cognos.BI.WebPart.resources.dll

/bin/ja

/bin/ja

CognosNavigator.dwp

/wpcatalog

/wpcatalog

/s/Cognos.BI.
WebPart

/wpresources/
Cognos.BI.WebPart

CognosSearch.dwp
CognosViewer.dwp
CognosSDK.dwp
CognosWatchList.dwp
CognosHistoryChart.dwp
CognosImpactDiagram.dwp
CognosCustomDiagram.dwp
dialog_error.gif

稍後，您可以編輯 Cognos*.dwp 目錄檔案 (第499頁)。

設定 IBM Cognos 安全性信任檔案
Cognos® Web 組件使用 .NET Web 服務堆疊，並需要高於預設最低安全性層級的安全性信任層級。
提供了名為 wss_cognostrust.config.sample 的安全性信任檔案範例。此檔案為 Cognos Web 組件指定
了所需的名為 WSS_Cognos 的安全性信任。
使用為您的 Microsoft® SharePoint 版本提供的 wss_cognostrust.config.sample 檔案設定 Cognos Web 組
件的安全性信任。對於簡單的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安裝，該檔案無需任何變更即可使用。對於
較為複雜的安裝，您可能需要編輯此檔案。
附註：如果您已經具有由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的其他 Web 組件所使用的信任檔案，則可以將
範例中特定於 Cognos 的資訊新增到既有檔案，以便 Cognos Web 組件也可以使用該信任檔案。

步驟
1. 前往 c10_location/cps/sharepoint/config 目錄。
2. 複製 wss_cognostrust.config.sample 檔案：
●

對於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3，請將 wss_cognostrust.config.sample 檔案從 c10_location/cps/
sharepoint/config/wss.2003 目錄複製到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eb server
extensions/60/CONFIG 目錄。

3. 將複製的檔案重新命名為 wss_cognostrus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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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NET Framework web.config 檔案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提供了名為 web.config 的配置檔案。該檔案位於 IIS HTTP 根目錄中，可
用於在應用程式層級配置 Microsoft SharePoint 服務。若要配置 Cognos® Web 組件，您必須將配置資
訊新增到該檔案。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提供了名為 web.config.sample 的範例配置檔案，該檔案顯示了透過
SharePoint 入口網站對 Cognos Web 組件進行的典型且完整的功能配置。您可以使用此範例複製代
碼片段，並將它們貼上到 web.config 檔案中。但是，請勿將整個範例檔案直接複製到您的 IIS 環
境。
若要使用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配置 Cognos Web 組件，請透過新增 IBM Cognos 配置資訊來編輯
web.config 檔案 (第497頁)。

步驟
1. 前往 IIS HTTP 根目錄，例如 C:/ Inetpub/wwwroot for SharePoint 2003。
2. 在 XML 編輯器 (例如 XML Spy) 中開啟 web.config 檔案。
3. 根據需要編輯 web.config 檔案 (第497頁)，然後儲存該檔案。

在 web.config 檔案中進行的變更
web.config 檔案是所有 .NET Framework 應用程式的中心配置點。
將以下資訊新增到此檔案中的 configuration 元素。

新增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分區
在 configSections 分區，新增以下 sectionGroup 元素：
<sectionGroup name="Cognos">
<section name="Log"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 System,Version=1.0.50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section name="SoapLog"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System, Version=1.0.5000.0, Culff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section name="SSO"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 System,Version=1.0.50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 <section name="PortalContext"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 System, Version=1.0.50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
<section name="Fault"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 System, Version=1.0.50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 <section name="HttpClient"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 System, Version=1.0.50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sectionGroup>

將 Cognos Web 組件註冊為安全控制
在 SharePoint 分區，將以下 SafeControl 元素新增至 SafeControls 元素。
<SafeControl Assembly="Cognos.BI.WebPart, Version=1.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cb3c72729d0875cd" Namespace="Cognos.Portal.Services" TypeName="*" Safe="True"/>

註冊 IBM Cognos 安全性信任檔案
Cognos® Web 組件需要在 wss_cognostrust.config 檔案 (第496頁) 中定義的名為 WSS_Cognos 的安全性
信任。
在 system.web 分區，將以下 trustLevel 元素新增至 securityPolicy 元素。
●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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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Level name="WSS_Cognos" policyFile="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eb
Server Extensions\60\config\wss_cognostrust.config" />

將信任等級變更為 WSS_Cognos
WSS_Cognos 是 Cognos Web 組件所需的安全性信任 (第496頁)。
在 system.web 分區中，將信任等級從
<trust level="WSS_Minimal" originUrl="" />

變更到
<trust level="WSS_Cognos"

originUrl="" />

啟用工作階段物件
●

在 system.web 分區，如果不存在以下元素，請將其新增到 httpModules 元素：
<add name="Session" type="System.Web.SessionState.SessionStateModule"/>

如果該元素被註釋為消除，請移除備註。
●

在 system.web 分區中，新增以下 pages 元素：
<pages enableSessionState="true" enableViewState="true" enableViewStateMac="true"
validateRequest="false" />

如果此元素已存在，請將其 enableSessionState 屬性值變更為 true。
●

在 system.web 分區中，將以下元素新增到 httpHandlers 元素：
<add verb="*" path="CognosResources/*.axd"type="Cognos.Portal.Services.HttpResourceHandler,
Cognos.BI.WebPart, Version=1.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cb3c72729d0875cd"
validate="false"/>

將 Cognos Portal Services 註冊為 SOAP 擴展
在 system.web 分區，新增以下 webServices 元素：
<webServices> <soapExtensionTypes>
<add type="Cognos.Portal.Services.SoapPatchExtension,
Cognos.BI.WebPart, Version=1.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cb3c72729d0875cd" priority="1"
group="0" />
</soapExtensionTypes> </webServices>
soapExtensionTypes 元素表示在執行時適用於您的 Web 服務的所有 SOAP 擴展。如果 webServices

和 soapExtensionTypes 元素都已定義，請僅新增 add 元素。

指定 IBM Cognos 配置參數
使用 Cognos 元素可以按照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定義指定 IBM® Cognos 配置參數。
在結束標記 </system.web> 和 </configuration> 之間插入以下 Cognos 元素：
<Cognos>
<SoapLog filename="c:\Cognos.BI.WebPart.Soap.log"/> <Log filename="c:\Cognos.BI.
WebPart.log" error="true" warn="false" info="false" debug="false" performance="false" /> <SSO
cps_auth_namespace="blank or as defined in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cps_auth_secret="blank
or as defined in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 <PortalContext gatewayURL="blank or as defined
in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webContentURL="blank or as defined in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
<Fault stacktrace="false" /> </Cognos>
Cognos 元素中的元素表示不同的配置設定。

●

使用 SoapLog 元素，以指定 Web 服務記錄檔的位置。

●

使用 Log 元素可以為記錄檔指定不同的位置，並可以透過將屬性值從 false 變更為 true 來啟
用不同的記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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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SSO 元素，以指定名為 cps_auth_namespace 的 CPS 信任的名稱環境的 IBM Cognos 安全名
稱環境 ID 和名為 cps_auth_secret 的資源共享機密密碼。
此參數為可選參數。

●

使用 PortalContext 元素，以指定 IBM Cognos Gateway 和 IBM Cognos Web 內容的 URL 屬性，
如下面的範例所示：
●

PortalContext gatewayURL="http://localhost/cps/cgi-bin/cognosisapi.dll"

●

webContentURL="http://c10_host_computer/cps"

此參數為可選參數。
●

使用 Fault 元素，以在 Web 組件發生錯誤時在錯誤頁面中顯示呼叫堆疊。

編輯 Cognos Web 組件目錄檔案
目錄檔案包含要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使用的 Cognos® Web 組件的定義。
對於每個 Cognos Web 組件目錄檔案，將 WSDL URL 變更為指向您的 IBM® Cognos Gateway。

步驟
1. 前往複製目錄檔案所用的 IIS 目錄。
例如對於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3，前往 C:/Inetpub/wwwroot。
2. 在每個 Cognos Web 組件目錄檔案 Cognos*.dwp 中，將 WSDL 元素中的 URL 變更為指向您的 IBM
Cognos Gateway。
範例如下：
<WSDL xmlns="http://developer.cognos.com/webpart/v1"> http://localhost/cps/cgi-bin/
cognosisapi.dll/wsrp/cps4/portlets/nav?b_action=cps.wsdl&amp;wsdl</WSDL>

提示：URL 中的 & 符號字元必須透過 XML 編碼為 &amp;
3. 儲存該檔案。

重新啟動 IIS
您必須重新啟動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才能使配置變更生效。

步驟
●

使用其管理主控台或 iisreset.exe 指令行工具重新啟動 IIS。

現在，Cognos Web 組件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已可用，並且可新增到入口網站頁面
中 (第499頁)。

將 Cognos Web 組件新增到 SharePoint 頁面
您可以使用 Cognos® Web 組件將 Cognos 內容新增到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的頁面。
您可以從資源共享視圖或頁面的個人視圖中新增或移除 Web 組件。請確保在對頁面進行變更之
前，您處於編輯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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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驟僅提供了將 Cognos Web 組件新增到 SharePoint 頁面中的基本說明。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說明。

適用於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3 的步驟
1. 使用管理權限登入到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 前往您要新增 Cognos Web 組件的頁面。
3. 從左側的 [Actions] 清單中，按一下 [Edit Page]。
4. 在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 [Modify Shared Page]、[Add Web Parts]。
5. 按一下 [Browse] 來新增既有 Cognos Web 組件資料庫中的 Web 組件。
頁面會以設計模式開啟，並且 [Add Web Parts] 窗格會顯示在頁面的右側。
提示：您可以使用 [Search] 選項來尋找 Web 組件資源庫中的 Web 組件。如果 Web 組件未位於
資源庫中，您可以使用 [Import] 選項。在此情形下，鍵入路徑或瀏覽到您要匯入的 Cognos*.dwp
檔案的位置，然後按一下 [Upload]。
6. 在 [Add Web Parts] 窗格中，按一下 [Virtual Server Gallery]。
Cognos Web 組件會顯示在 [Web Part List] 中。
7. 按一下您所需的 Cognos Web 組件，然後按一下窗格底部的 [Add] 按鈕。
Web 組件會顯示在頁面頂部。
提示：您也可以將 Web 組件拖至頁面中其他放置區中。
8. 在 Web 組件中，按一下右上角的向下箭頭，然後按一下 [Modify Shared Web Part]。
9. 在頁面右側的窗格中，於 [Connection Settings] 的 [WSDL] 下，指定 WSDL 檔案的 URL。
URL 必須指向可正常工作的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
10. 按一下 [Discover Portlets]。
11. 指定 [Portlet handle] 性質。
12. 完成後，按一下 [Apply] 以在不關閉窗格的情況下進行變更，或者按一下 [OK]。
13. 為您要新增到頁面中的每個 Cognos Web 組件重複步驟 4 到步驟 12。
現在，您可以自訂 Cognos Web 組件的內容 (第500頁)。

自訂 Cognos Web 組件的內容
管理員可以定義 Cognos® Web 組件的預設內容和外觀。使用者將 Web 組件新增到他們的頁面後，
隨即啟用預設性質。例如，在 IBM® Cognos Navigator Web 組件中，管理員可以定義預設顯示資料
夾或套件。使用者將此 Web 組件新增到他們的頁面後，即可看到由管理員指定的資料夾或套件。
使用者可以變更 Cognos Web 組件性質，以個人化他們的頁面。個別使用者所做的變更不會影其他
使用者或其他頁面。如果管理員變更了 Web 組件的預設性質，也不會影響個人化設定。使用者可
以按一下 [重設] 按鈕以恢復到目前的管理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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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 Cognos Web 組件的可配置性質均不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Portal Services 的使用者參考
說明"(第761頁)。

適用於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3 的步驟
1. 前往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包含您要編輯的 Cognos Web 組件的頁面。
2. 從左側的 [Actions] 清單中，按一下 [Edit Page]。
3. 在 Web 組件中，按一下右上角的向下箭頭，然後按一下 [Edit Preferences]。
隨即顯示 Web 組件性質頁面。
4. 根據需要指定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按一下性質頁面右上角的 [說明] 按鈕。
5. 按一下 [確定]。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7 和 2010
您可以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到入口網站伺服器中，以便使用者可以將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新增到他們的頁面。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
您可以部署以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
●

IBM® Cognos 內容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Navigator、IBM Cognos Search 和 IBM Cognos Viewer

●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若要部署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還必須安裝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此群組包括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IBM Cognos 影響圖表和
IBM Cognos 自訂圖表。
若要部署這些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還必須安裝 IBM Cognos Metrics Manager Server。

在部署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前，請確保已安裝和配置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包括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Portal Services)。並且請確保符合以下條件：
●

您具有對托管 SharePoint 的 IIS 伺服器電腦的管理存取權限。

●

您具有對 IBM Cognos BI 安裝目錄 c10_location/cps/sharepoint 的管理存取權限。

●

安裝了其他支援語言所需的 WSS 語言範本套件 (每種語言對應一個 WSS 語言範本套件)。

如需有關作業系統和 SharePoint 相關更新的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Resource Center 網站 (http://
www.ibm.com/software/data/cognos/customercenter/) 上的一致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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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7 和 2010，請與 Microsoft® 聯絡，以獲得有關所需作業系統修補程
式的資訊。
若要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請執行以下任務：
❑

對於 2010：請配置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第502頁)

❑

部署 IBM Cognos Web 組件 (第503頁)

❑

配置 IBM Cognos Web 組件 (第496頁)

❑

重新啟動 IIS (第499頁)

❑

將 Cognos Web 組件新增到 SharePoint 頁面 (第499頁)

❑

自訂 Cognos Web 組件的內容 (第500頁)

部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後，您可以為您的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環境配置安全性 (第510頁)。 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配置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管理員
安裝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10 後，您必須配置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軟體以設定
工作階段模組來與 Web 組件配合使用。若要執行此作業，您必須執行以下任務：
●

選取一個受管理模組，然後

●

新增一個處理程式對應。

以下說明適用於 Windows Server 2008 和捆綁了 IIS7 的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10。

選取受管理模組的步驟
1. 在您的 SharePoint 伺服器上，啟動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管理員。
2. 選取您的 SharePoint 虛擬目錄。
3. 從 [IIS] 區段中選取 [模組]。
4. 於螢幕右上角的 [動作] 下按一下 [新增 Managed 模組]。
5. 在 [新增 Managed 模組] 對話方塊中輸入一個名稱，並在 [類型] 下拉式方塊中選取以下值：
System.Web.SessionState.SessionStateModule,System.Web,Version=2.0.0.0.
,Cultural=neutral,PublicKeyToken=b03f5f7f11d50a3a，然後按一下 [確定]。

新增處理程式對應的步驟
1. 在您的 SharePoint 伺服器上，啟動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管理員。
2. 選取您的 SharePoint 虛擬目錄。
3. 從 [IIS] 區段中選取 [處理常式對應]。
4. 於螢幕右上角的 [動作] 下按一下 [新增 Managed 處理常式]。
5. 在 [新增 Managed 處理常式] 對話方塊中，鍵入以下內容：
●

要求路徑 = CognosResources/*.a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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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 CognosPortletResource

6. 在 [類型] 下拉式方塊中鍵入以下內容：Cognos.Portal.Services.HttpResourceHandler,Cognos.BI.
WebPart,Version=1.0.0.0,Culture=neutral,PublicKeyToken=cb3c72729d0875cd，然後按一下 [確定]。

部署 IBM Cognos Web 組件
您可以透過建置並匯入 SharePoint 解決方案檔案將 Cognos® Web 組件部署到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7。安裝時，SharePoint 解決方案檔案位於 c10-location\cps\sharepoint\solution\package\
ibmcognos_webparts.wsp。
該解決方案檔案已使用「localhost」預先配置為指向 IBM® Cognos 伺服器。最好在匯入該解決方案
檔案前，使用 IBM Cognos 伺服器主機重新建置該檔案。否則，必須在匯入的 Web 組件目錄檔案
(即 *Cognos*.dwp) 中更新 IBM Cognos 伺服器。Web 組件目錄檔案通常位於 C:\Inetpub\wwwroot\wss\
VirtualDirectories\80。

重新建置解決方案檔案的步驟
1. 開啟 build.properties 檔案。該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cps\sharepoint\solution。
2. 將 gateway.wsdl.url 的性質更新為指向 IBM Cognos 伺服器。
3. 執行 build.bat 檔案以重新建置解決方案檔案。該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cps\sharepoint\solution。
更新的 SharePoint 解決方案檔案建立於 c10-location\cps\sharepoint\solution\package。

匯入解決方案檔案的步驟
1. 將 c10-location\cps\sharepoint\solution\package\ibmcognos_webparts.wsp 中的解決方案檔案複製到
SharePoint 伺服器。
2. 在 SharePoint 伺服器上，開啟指令提示。
若要新增新解決方案檔案，請鍵入：
stsadm -o addsolution -filename ibmcognos_webparts.wsp
若要更新既有解決方案檔案，請鍵入：
stsadm -o upgradesolution -name ibmcognos_webparts.wsp -filename ibmcognos_webparts.wsp -local
-allowCasPolicies
3. 在瀏覽器中開啟 Sharepoint 管理頁面。
4. 對於 2007：在 [管理中心] 下，選取 [作業] 標籤並按一下 [方案管理]，以查看解決方案檔案。
5. 對於 2010：在 [系統設定] 下，選取 [伺服器陣列管理，然後選取 [管理伺服器陣列方案]，以查
看解決方案檔案。
6. 按一下該解決方案檔案 (例如 ibmcognos_webparts.wsp)，並從 [Solution Properties] 視窗中按一下
[Deploy Solution]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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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BM Cognos Web 組件
修改 .NET Framework web.config 檔案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提供了名為 web.config 的配置檔案。該檔案位於 IIS HTTP 根目錄中，可
用於在應用程式層級配置 Microsoft SharePoint 服務。若要配置 Cognos® Web 組件，您必須將特定於
Cognos 的配置新增到該檔案中。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提供了名為 web.config.sample 的範例配置檔案，該檔案顯示了透過
SharePoint 入口網站對 Cognos Web 組件進行的典型且完整的功能配置。您可以在編輯 web.conf 檔
案時使用此範例。但是，請勿將此檔案直接複製到您的 IIS 環境。
若要使用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配置 Cognos Web 組件，請透過新增 IBM Cognos 配置資訊來編輯
web.config 檔案。

步驟
1. 移至 IIS HTTP 根目錄，例如 C:\Inetpub\wwwroot\wss\VirtualDirectories\80。
2. 在 XML 編輯器 (例如 XML Spy) 中開啟 web.config 檔案。
3. 根據需要編輯 web.config 檔案，然後儲存該檔案。

在 web.config 檔案中進行的變更
web.config 檔案是所有 .NET Framework 應用程式的中心配置點。
將以下資訊新增到此檔案中的 configuration 元素。

新增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分區
在 configSections 分區，新增以下 sectionGroup 元素：
<sectionGroup name="Cognos">
<section name="Log"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 System,Version=1.0.50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section name="SoapLog"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System, Version=1.0.5000.0, Culff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section name="SSO"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 System,Version=1.0.50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 <section name="PortalContext"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 System, Version=1.0.50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
<section name="Fault"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 System, Version=1.0.50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 <section name="HttpClient" type="System.Configuration.
SingleTagSectionHandler, System, Version=1.0.50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 </sectionGroup>

啟用工作階段物件
●

在 system.web 分區，如果不存在以下元素，請將其新增到 httpModules 元素：
<add name="Session" type="System.Web.SessionState.SessionStateModule"/>

如果該元素被註釋為消除，請移除備註。
●

在 system.web 分區中，新增以下 pages 元素：
<pages enableSessionState="true" enableViewState="true" enableViewStateMac="true"
validateRequest="false" />

如果此元素已存在，請將其 enableSessionState 屬性值變更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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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ystem.web 分區中，將以下元素新增到 httpHandlers 元素：
<add verb="*" path="CognosResources/*.axd"type="Cognos.Portal.Services.HttpResourceHandler,
Cognos.BI.WebPart, Version=1.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cb3c72729d0875cd"
validate="false"/>

將 Cognos Portal Services 註冊為 SOAP 擴展
在 system.web 分區，新增以下 webServices 元素：
<webServices> <soapExtensionTypes>
<add type="Cognos.Portal.Services.SoapPatchExtension,
Cognos.BI.WebPart, Version=1.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cb3c72729d0875cd" priority="1"
group="0" />
</soapExtensionTypes> </webServices>
soapExtensionTypes 元素表示在執行時適用於您的 Web 服務的所有 SOAP 擴展。如果 webServices

和 soapExtensionTypes 元素都已定義，請僅新增 add 元素。

指定 IBM Cognos 配置參數
使用 Cognos 元素，以按照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定義指定 IBM Cognos 配置參數。
在結束標記 </system.web> 和 </configuration> 之間插入以下 Cognos 元素：
<Cognos>
<SoapLog filename="c:\Cognos.BI.WebPart.Soap.log"/> <Log filename="c:\Cognos.BI.
WebPart.log" error="true" warn="false" info="false" debug="false" performance="false" /> <SSO
cps_auth_namespace="blank or as defined in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cps_auth_secret="blank
or as defined in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 <PortalContext gatewayURL="blank or as defined
in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webContentURL="blank or as defined in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
<Fault stacktrace="false" /> </Cognos>
Cognos 元素中的元素表示不同的配置設定。

●

使用 SoapLog 元素，以指定 Web 服務記錄檔的位置。

●

使用 Log 元素可以為記錄檔指定不同的位置，並可以透過將屬性值從 false 變更為 true 來啟
用不同的記錄功能。

●

使用 SSO 元素，以指定名為 cps_auth_namespace 的 CPS 信任的名稱環境的 IBM Cognos 安全名
稱環境 ID 和名為 cps_auth_secret 的資源共享機密密碼。
此參數為可選參數。

●

使用 PortalContext 元素，以指定 IBM Cognos Gateway 和 IBM Cognos Web 內容的 URL 屬性，
如下面的範例所示：
●

gatewayURL="http://c10_host_computer/ibmcognos/cgi-bin/cognosisapi.dll"

●

webContentURL="http://c10_host_computer/ibmcognos"

此參數為可選參數。
●

使用 Fault 元素，以在 Web 組件發生錯誤時在錯誤頁面中顯示呼叫堆疊。

重新啟動 IIS
您必須重新啟動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才能使配置變更生效。

步驟
●

使用其管理主控台或 iisreset.exe 指令行工具重新啟動 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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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Cognos® Web 組件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已可用，並且可新增到入口網站頁
面中 (第499頁)。

將 Cognos Web 組件新增到 SharePoint 頁面
您可以使用 Cognos® Web 組件將 Cognos 內容新增到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的頁面。
您可以從資源共享視圖或頁面的個人視圖中新增或移除 Web 組件。請確保在對頁面進行變更之
前，您處於編輯模式中。
以下步驟僅提供了將 Cognos Web 組件新增到 SharePoint 頁面中的基本說明。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說明。

適用於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7 的步驟
1. 使用管理權限登入到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 前往您要新增 Cognos Web 組件的頁面。
3. 從右上角的 [Site Actions] 功能表中，按一下 [Edit Page]。
4. 在您要新增 Cognos Web 組件的 Web 組件區域中，按一下 [Add a Web Part]。
5. 在 [All Web Parts] 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Add Web Parts]、[Miscellaneous]。
6. 在頁面右側的 [Add Web Parts] 工具窗格中，按一下 [Server Gallery]。
7. 從可用 Cognos Web 組件清單中，按一下所需的 Web 組件。
8. 從工具窗格底部的 [Add to] 功能表中，選取您希望 Web 組件在頁面上顯示的位置，然後按一
下 [Add] 按鈕。
提示：您也可以將 Web 組件拖至頁面中其他放置區中。
9. 為您要新增到頁面中的每個 Cognos Web 組件重複步驟 4 到步驟 8。
10. 按一下 [Exit Edit Mode]。
現在，您可以自訂 Cognos Web 組件的內容 (第500頁)。
對於 2010：對於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10，請參考 Microsoft® 文件。

自訂 Cognos Web 組件的內容
管理員可以定義 Cognos® Web 組件的預設內容和外觀。使用者將 Web 組件新增到他們的頁面後，
隨即啟用預設性質。例如，在 IBM® Cognos Navigator Web 組件中，管理員可以定義預設顯示資料
夾或套件。使用者將此 Web 組件新增到他們的頁面後，即可看到由管理員指定的資料夾或套件。
使用者可以變更 Cognos Web 組件性質，以個人化他們的頁面。個別使用者所做的變更不會影其他
使用者或其他頁面。如果管理員變更了 Web 組件的預設性質，也不會影響個人化設定。使用者可
以按一下 [重設] 按鈕以恢復到目前的管理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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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 Cognos Web 組件的可配置性質均不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Portal Services 的使用者參考
說明"(第761頁)。

適用於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2007 和 2010 的步驟
1. 對於 2007：前往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包含您要編輯的 Cognos Web 組件的頁面。
2. 從右上角的 [Site Actions] 功能表中，按一下 [Edit Page]。
3. 對於 2010：在您要變更的 Web 組件中，按一下 [編輯] 按鈕。
4. 按一下 [Edit preferences]。
隨即顯示 Web 組件性質頁面。
5. 根據需要指定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按一下性質頁面右上角的 [說明] 按鈕。
6. 按一下 [確定]。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從 IBM Cognos ReportNet 1.1 移轉到
IBM Cognos BI
當您將 ReportNet® 1.1 升級到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您必須使用隨 IBM Cognos BI 安裝
的最新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套件檔案更新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對於 WebSphere® Portal，請使用位於 c10_location\cps\ibm\portlets 目錄中的 CognosBIPortlets.war 檔案
(第481頁)。
對於 SAP Enterprise Portal 6.0，請使用位於 c10_location\cps\sap\package 目錄中的 com.cognos.epa 檔案
(第485頁)。
將新套件匯入到入口網站會建立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資源的新的而獨特的集。升級的入口
網站應用程式與 ReportNet 1.1 不相容，個人化設定會遺失。您必須根據需要為 IBM Cognos BI 配置
和測試新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在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變更檔案路徑的根目錄名稱
依預設，在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為所有檔案路徑顯示的根目錄名稱均為 Cognos。透過修
改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classes 目錄中的 cpsinavcrnmsgs_custom.properties 檔案，您可
以將此根目錄名稱變更為其他名稱，例如您的公司名稱。這樣會變更目前使用的內容區域設置的
根目錄名稱。
如果您要為不同區域設置指定根目錄名稱，則必須在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classes 目
錄中為需的區域設置建立新的性質檔案。例如，若要為英語、法語、德語和日語區域設置指定根
目錄名稱，請建立以下性質檔案，並在以下每一項中提供根目錄名稱值：
●

cpsinavcrnmsgs_custom_en.properties

●

cpsinavcrnmsgs_custom_fr.properties

●

cpsinavcrnmsgs_custom_de.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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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sinavcrnmsgs_custom_ja.properties

步驟
1. 使用支援 UTF-8 編碼格式的文字編輯器開啟 cpsinavcrnmsgs_custom.properties 檔案。
該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classes 目錄中。
2. 變更性質 nav.root.name 的值 (如下所示)，其中，root_name 表示您變更的值：
nav.root.name=root_name

預設值為：
nav.root.name=Cognos

3. 儲存 cpsinavcrnmsgs_custom.properties 檔案。
4. 如果您要為其他區域設置指定根目錄名稱，現在請建立所需的性質檔案。
5.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伺服器。

關閉將 IBM Cognos 通行證 ID 作為 URL 參數傳輸
若要確保更高的安全性等級，您可以關閉將 IBM® Cognos® 通行證 ID 作為 URL 參數在使用者瀏覽
器和 IBM Cognos Gateway 之間傳輸的機制。只有在使用者瀏覽器與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之間，以及在使用者瀏覽器與 IBM Cognos Series7 之間 (如果適用) 獨立於 Portal Services 執行單一
登入時，才可以執行此作業。
依預設，Portal Services 會透過將通行證 ID 作為 URL 參數進行傳遞而在使用者瀏覽器中重新建立
作用中的憑證 Cookie。如果未執行單一登入，則當入口網站使用者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進
行交互時，在入口網站和 IBM Cognos BI 中均需進行驗證。入口網站 (而不是使用者的瀏覽器) 將
保留 IBM Cognos BI 產生的作用中憑證記號。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當您要在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中查看報表時)，必須在使用者的瀏覽器和 IBM Cognos Gateway 之間建立直接連線。這可能會
成為安全性風險，因為有效的 IBM Cognos 通行證 ID 會顯示在某些記錄檔中。當 IBM Cognos BI 與
IBM Cognos Series 7 相整合，並且作用中憑證用作 URL 參數而傳遞時，也同樣適用。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3. 按一下所需的 Dispatcher。
4. 對於 [簡報服務]，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7.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
8. 在 [參數] 欄中，鍵入以下參數名稱：
●

CPSPropagate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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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參數會控制是否將 IBM Cognos 通行證 ID 作為 URL 參數進行傳輸。如果設定為 0，則
會將停止傳輸。
●

CPSPropagateTicket
控制是否將 IBM Cognos Series7 票券 ID 作為 URL 參數進行傳輸。如果設定為 0，則會將
停止傳輸。

這些參數區分大小寫。
9. 在 [值] 欄中，為每個參數鍵入 0。
10. 按一下 [確定]。
11. 再次按一下 [確定]。
12. 按一下位於頁面頂部的路徑旁邊的 [配置] 連結。
您會返回到 Dispatcher 清單。
13. 如果您配置了多個 Dispatcher，請對其餘的每個 Dispatcher 執行步驟 3 到步驟 12。

設定 Portal Services 協定概要
對於 WebSphere® Portal，如果使用多個 Gateway，而這些 Gateway 使用的 HTTP 或 HTTPS 協定與為
預設 Gateway 指定的協定不同，則您可以設定 CSPProtocolScheme 參數，以覆蓋所有其他協定設
定。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3. 按一下所需的 Dispatcher。
4. 對於 [簡報服務]，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7. 如果顯示該連結，則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否則，繼續執行下一步。
8. 在 [參數] 欄中，鍵入 CPSProtocolScheme。
9. 在 [值] 欄中，鍵入 http 或 https。
10. 按兩次 [確定]。
11. 按一下位於頁面頂部的路徑中的 [配置] 連結。
您會返回到 Dispatcher 清單。
12. 如果您配置了多個 Dispatcher，請對其餘的每個 Dispatcher 執行步驟 3 到步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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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Portal Services 的安全性
在其他入口網站使用 Portal Services 時，必須啟用單一登入，其他入口網站才能與 IBM® Cognos® 元
件完美整合。
Portal Services 使用單一登入驗證使用者。這意味著使用者不必透過入口網站分別登入其他應用程
式。
在 Portal Services 中，您必須在每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 IBM Cognos 元件中配置 URI。
若要在 IBM Cognos 元件與其他入口網站之間啟用安全性功能，請執行以下作業：
❑

關閉對 IBM Cognos 元件的匿名存取。
若安全性基礎架構要求您使用其他單一登入方式，請使用下列其中一種：

❑

使用共用機密針對其他入口網站啟用單一登入。
若安全性基礎架構要求您使用其他單一登入方式，請使用下列其中一種：

❑

●

"使用應用程式伺服器針對 WebSphere 入口網站啟用單一登入"(第517頁)

●

"使用基本驗證為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Portal 啟用單一登入"(第517頁)

●

"使用 SiteMinder 為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Portal 啟用單一登入"(第518頁)

配置 IBM Cognos 元件進行 SSL 存取 (如果需要)。
如需說明，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關閉對 IBM Cognos 元件的匿名存取
Portal Services 使用單一登入進行驗證。若在 IBM® Cognos® 元件中啟用匿名登入，則 Portal Services
會將入口網站的所有使用者記錄為匿名。必須確保在 IBM Cognos 元件中已關閉匿名存取，在 Portal
Services 中進行單一登入才能成功。但是，您可以使用匿名登入來測試 Portal Services 連線，以確
保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在其他入口網站中工作。
若 Portal Services 無法驗證使用者，則該使用者將在其他入口網站收到錯誤訊息。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於 [安全性] > [驗證] 下，按一下 [Cognos]。
3. 在 [性質] 視窗中，確保將 [允許匿名存取] 設定為 [為偽]。
4. 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5. 在安裝有 IBM Cognos 元件的所有伺服器上，重複步驟 1 到 4。

使用共用機密啟用單一登入
您可以使用共用機密，以在 IBM®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 IBM® Cognos 元件之間進行單一登
入。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將傳送包含入口網站使用者 ID 加密版本的訊息。此加密金鑰取決
於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 IBM Cognos 伺服器上的自訂 JavaTM 安全性提供程式共用的機密字元字串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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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當 IBM Cognos BI 元件共用的 NTLM、LDAP 或 IBM Cognos Series 7 驗證名稱環境中可以查詢入
口網站使用者 ID 時，才能使用其他入口網站的共用機密。
IBM Cognos 元件必須有權存取包含入口網站所有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的目錄伺服器。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您必須配置驗證名稱環境，以便使入口網站與 IBM Cognos 元件共用同一
個驗證來源。
您還必須建立「自訂 Java 提供程式」名稱環境，以註冊 IBM Cognos 元件隨附的共用機密 Java 提
供程式。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或 iView 中，您必須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或 iView 連結至各自入口網
站中的「自訂 Java 提供程式」名稱環境：
●

Cognos iView (SAP EP)

●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WebSphere® Portal)

●

遠端伺服器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Portal)

●

Cognos WebPart (SharePoint 入口網站)

不需要配置對 Portal Services Web 內容的存取。然而，如果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其他入口網
站，則可配置對 Portal Services 影像和網頁內容的備用 URI 的存取。

配置請求的名稱環境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配置名稱環境以驗證入口網站使用者。
如需說明，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中有關配置 LDAP、NTLM 或 IBM Cognos Series 7 驗證
提供程式的主題。
2. 針對 LDAP 名稱環境，配置下列性質：
●

將 [使用外部身份] 性質的設定變更為 [為真]。

●

將 [外部身份對映] 性質設定為
(uid=${environment("REMOTE_USER")})
對於 SharePoint 入口網站，如果 SharePoint 與 LDAP 伺服器位於不同的機器上，則將 [外部
身份對應] 設定為
(uid=${replace(${environment("REMOTE_USER")},"SharePoint_Server\\","")})

可能需要使用其他性質。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中有關配置 IBM Cognos
元件以使用 LDAP 的主題。
3. 針對 IBM Cognos Series 7 名稱環境，使用 OS 登入將入口網站使用者 ID 對映至 IBM Cognos
Series 7 使用者 ID。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Series 7 文件。
4.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建立並配置「自訂 Java 提供程式」名稱環境。
如需說明，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中有關配置自訂驗證名稱環境的主題。
●

對於 [名稱環境 ID] 性質，指定任一新 ID。
例如 cpstrusted
此新 ID 必須用於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配置設定中。

●

對於 [Java 類別名稱] 性質，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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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cognos.cps.auth.CPSTrustedSignon
Java 類別名稱區分大小寫。
5.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於 [環境] > [Portal Services] 下，配置以下性質：
●

針對 [信任的登入名稱環境 ID]，鍵入步驟 1 中所配置的 LDAP、NTLM 或 IBM Cognos Series
7 名稱環境的名稱環境 ID。
提示：信任的登入名稱環境將作為中間媒介，並且必須附加至 LDAP、NTLM 或 IBM Cognos
Series 7 類型的基於實際目錄的名稱環境。

●

針對 [共用機密]，鍵入將用於單一登入的金鑰。
此參數表示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 IBM Cognos 伺服器必須共用的驗證機密。可將此
視為機密密碼。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您必須使用相同的字元字串，並使用單字作為
金鑰。
安全起見，請指定非空值。

6. 在 [環境] 下，對於 [Gateway 設定]，將 [允許名稱環境覆蓋] 性質設定為 [為真]。
7. 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8.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配置對 Portal Services Web 內容的存取的步驟
1. 在已安裝應用程式層元件的電腦上，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於 [環境] 下，按一下 [Portal Services]。
3. 在 [性質] 視窗中，按一下 [Web 內容 URI] 旁邊的 [值] 方塊。
4. 使用以下格式，指定 Gateway 的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以及連接埠號
host_or_IP_address:port
5. 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配置 SAP EP 的 Cognos iView 的步驟
1. 為每個 Cognos iView 開啟 iView 編輯器。
2. 在 [Property Category] 方塊中，選取 [Show All]。
3. 針對 [cpsauthsecret: CPS Authorization Secret] 性質，輸入配置「自訂 Java 提供程式」名稱環境時
用於共用機密性質的機密字元字串。
4. 針對 [cps: authentication namespace ID] 性質，輸入「自訂 Java 提供程式」名稱環境 ID。
5. 針對 [cpsserver: CPS Connection Server] 性質，輸入透過 Gateway 存取 Portal Services 元件的 URL
路徑。
URL 的格式如下：
●

針對 Cognos 內容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Gateway_URI/wsrp/cps4/portlets/nav?wsdl&b_action=cps.w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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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I Gateway 的範例：
http://myserver/ibmcognos/cgi-bin/cognos.cgi/wsrp/cps4/portlets/nav?wsdl&b_action=cps.wsdl
Servlet Gateway 的範例：
http://172.0.16.1:9500/wsrp/cps4/portlets/nav?wsdl&b_action=cps.wsdl
●

針對 Cognos 擴展應用程式
Gateway_URI/wsrp/cps4/portlets/sdk?wsdl&b_action=cps.wsdl
CGI Gateway 的範例：
http://myserver/ibmcognos/cgi-bin/cognos.cgi/wsrp/cps4/portlets/sdk?wsdl&b_action=cps.wsdl
Servlet Gateway 的範例：
http://172.0.16.1:9500/wsrp/cps4/portlets/sdk?wsdl&b_action=cps.wsdl

●

針對 Metrics Manager 監視清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Gateway_URI/wsrp/cps4/portlets/cmm?wsdl&b_action=cps.wsdl
CGI Gateway 的範例：
http://myserver/ibmcognos/cgi-bin/cognos.cgi/wsrp/cps4/portlets/cmm?wsdl&b_action=cps.wsdl
Servlet Gateway 的範例：
http://172.0.16.1:9500/wsrp/cps4/portlets/cmm?wsdl&b_action=cps.wsdl

配置 WebSphere 入口網站的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步驟
1. 針對每個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按一下 [Modify Parameters]。
2. 針對 [cps_auth_secret] 性質，輸入配置「自訂 Java 提供程式」名稱環境時用於 [共用機密] 性質
的機密字元字串。
3. 針對 [cps_auth_namespace] 性質，輸入「自訂 Java 提供程式」名稱環境 ID。
4. 針對 [CPS Endpoint] 性質，輸入透過 Gateway 存取 Portal Services 元件的 URL 路徑。
URL 的格式如下：
●

針對 Cognos 內容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Gateway_URI/wsrp/cps4/portlets/nav?wsdl&b_action=cps.wsdl
CGI Gateway 的範例：
http://myserver/ibmcognos/cgi-bin/cognos.cgi/wsrp/cps4/portlets/nav?wsdl&b_action=cps.wsdl
Servlet Gateway 的範例：
http://172.0.16.1:9500/wsrp/cps4/portlets/nav?wsdl&b_action=cps.wsdl

●

針對 Cognos 擴展應用程式
Gateway_URI/wsrp/cps4/portlets/sdk?wsdl&b_action=cps.wsdl
CGI Gateway 的範例：
http://myserver/ibmcognos/cgi-bin/cognos.cgi/wsrp/cps4/portlets/sdk?wsdl&b_action=cps.wsdl
Servlet Gateway 的範例：
http://172.0.16.1:9500/wsrp/cps4/portlets/sdk?wsdl&b_action=cps.w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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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 Metrics Manager 監視清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Gateway_URI/wsrp/cps4/portlets/cmm?wsdl&b_action=cps.wsdl
CGI Gateway 的範例：
http://myserver/ibmcognos/cgi-bin/cognos.cgi/wsrp/cps4/portlets/cmm?wsdl&b_action=cps.wsdl
Servlet Gateway 的範例：
http://172.0.16.1:9500/wsrp/cps4/portlets/cmm?wsdl&b_action=cps.wsdl

為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Portal 配置如遠端伺服器的步驟
1. 使用標準 ASCII 編輯器 (例如記事本) 編輯 c10_location/cps/oracle/webapps/gadgets/WEB-INF/classes
目錄下的 cpsalui.properties 檔案。
2. 配置下表中顯示的設定。

參數

值

cps_endpoint 連線至應用程式層元件以萃取 WSDL 資訊。
指定 Gateway 的 URI。
對於 Servlet 或 ISAPI Gateway，請使用指向 Gateway 的值取代 localhost/ibmcognos/cgibin/cognos.cgi 部分。
例如，
http://host_name/ibmcognos/cgi-bin/cognos.isapi/wsrp/cps4/portlets/[package]?wsdl&b_
action=cps.wsdl
如需說明，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中有關變更 Gateway 的主題。
forward_
cookies=

應傳送至應用程式層元件以進行單一登入的 cookie 名稱。

cps_auth_
secret

IBM Cognos 用於將含有使用者身份的 HTTP 頁首變數加密的共用機密代碼。

請留白。

此參數表示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 IBM Cognos 伺服器必須共用的驗證機密。
可將此視為機密密碼。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使用用於 [共用機密] 的相同
值。
安全起見，請指定非空值。

cps_auth_
namespace

「自訂 Java 提供程式」的名稱環境 ID。

3. 前往 c10_location/cps/oracle 目錄，並執行下列建置檔案：
●

在 UNIX® 或 Linux® 作業系統上，執行 build.sh

●

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上，執行 build.bat

這將在 c10_location/cps/oracle/gadgets 目錄下建立 cps-alui.war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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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 IBM Cognos BI 元件正在使用 Tomcat，
●

停止 IBM Cognos BI。

●

將 cps-wci.war 檔案複製到 c10_location/webapps 目錄。
Tomcat 會自動擴充 WAR 檔案，並啟動遠端伺服器。

●

啟動 IBM Cognos BI。

5. 如果 IBM Cognos 元件正在其他類型的應用程式伺服器下執行，請將 cps-wci.war 檔案複製到應
用程式伺服器。
如需說明，請參閱應用程式伺服器的管理指南。
已配置單一登入。

為 SharePoint 入口網站配置 Cognos WebPart 的性質的步驟
1. 使用標準 ASCII 編輯器 (例如記事本) 編輯 drive\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eb
server extensions\12\CONFIG 目錄中的 web.config 檔案。
2. 查詢以下字串：
<SSO cps_auth_namespace="" cps_auth_secret="" />

3. 將 cps_auth_namespace 設定為「自訂 Java 提供程式」名稱環境的名稱環境 ID。
4.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將 cps_auth_secret 設定為用於 [共用機密] 的值。

針對 SAP EP 啟用以 SAP 登入票券進行單一登入
如果啟用以 SAP 登入票券進行單一登入，必須使用連結至 SAP BW 伺服器的 SAP 名稱環境來配置
IBM® Cognos® 元件。
然後，必須將 SAP EP 安裝期間產生的憑證複製到 SAP BW 個人安全性環境。
在透過單一登入存取的所有 SAP 系統中，使用者的 ID 必須相同。
開始前，請確保您已經
●

將 IBM Cognos 元件配置為使用 SAP 驗證來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

在 IBM Cognos 元件與 SAP BW 之間啟用單一登入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

在 SAP BW 伺服器上安裝最新的 Service Pack
可以從 SAPNET 下載 Service Pack。

●

安裝 SAP 入口網站的最新熱修補程式

●

安裝 SAP EP 版本或 SAP BW 伺服器對應的 Enterprise Portal 外掛程式
對於 6.2 版以前的 SAP 版本，請在 SAPNET 上下載 EP50_PLUG-IN for Basis 620 (SAPKINE32A)。
透過轉換 SAINT 安裝 SAPKINE32A。

●

在 SAP BW 伺服器上安裝 SAP 安全性資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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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sapservX 的 /general/misc/security/SAPSECU/platform 下，下載 sapsecin 和 sepsecu.dll，然後將這
兩個檔案放入 SAP BW 伺服器的 /run 目錄中。
若要為 SAP EP 啟用 SSO，請完成《SAP Enterprise Portal Security Guide》中使用 SAP 登入票券進行
單一登入的程序。

針對 SAP EP 啟用以使用者對映進行單一登入
若啟用以使用者對應進行單一登入，將在 SAP EP 中定義 IBM® Cognos® 資料來源。個別使用者或
管理員可以輸入資料來源中 IBM Cognos 元件的使用者 ID 和密碼。您必須將資料來源中的使用者
登入憑證對映至 LDAP 或 IBM Cognos Series 7 或 NTLM 名稱環境。Portal Services iView 會使用 HTTP
基本驗證將登入憑證傳送至 IBM Cognos 元件。

準備環境的步驟
1. 配置 Portal Services 將使用的 Gateway URI，以要求使用 HTTP 基本驗證進行驗證。
如需有關配置 URL 以使用 HTTP 基本驗證的資訊，請參閱 Gateway 或 Web 伺服器的文件。
2. 整 iView 配置，以存取安全 URL。
如需資訊，請參閱 Web 伺服器的文件。
3.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配置名稱環境以驗證入口網站使用者。
如需說明，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中有關配置 LDAP、NTLM 或 IBM Cognos Series 7 驗證
提供程式的主題。
4. 若您使用的是 LDAP 名稱環境，請配置下列性質：
●

將 [使用外部身份] 性質的設定變更為 [為真]。

●

將 [外部身份對映] 性質設定為
(uid=${environment("REMOTE_USER")})

可能需要使用其他性質。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中有關配置 IBM Cognos
元件以使用 LDAP 的主題。

建立資料來源以及對映使用者的步驟
1. 在 SAP 入口網站中，確保已在 /PortalContent/other_vendors/every_user/com.cognos.pct.c8/systems/
Cognos 目錄中配置了資料來源的下列性質：
●

Logon Method = UIDPW

●

server name = IBM Cognos 伺服器的名稱

●

port number = Gateway 的連接埠號

●

Protocol of Target system = HTTP

●

User Mapping Typ = 管理員、使用者

●

system alias (建立系統別名)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SAP Enterprise Portal Administra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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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每個 Cognos iView，透過在稱為 [CPS: User Mapping Datasource] 的屬性中輸入 iView 層級的
系統別名，以啟用資料來源的使用者對映。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SAP Enterprise Portal Administration Guide》。
3. 對於每個 Cognos iView，將 [CPS: Authentication Namespace ID] 性質設定為要用於驗證的名稱環
境。
4. 註冊入口網站使用者的 IBM Cognos 憑證。
使用者可以輸入其使用者 ID 和密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SAP Enterprise Portal Administration Guide》。
啟用 SAP EP 和 IBM Cognos 之間的安全通訊。

啟用 SAP EP 與 IBM Cognos 元件之間的安全通訊
SAP EP 與 IBM® Cognos® 元件之間不必有使用 SSL 的安全連線。更重要的是，您是否已啟用以使
用者對映進行單一登入。
若要在 SAP EP 與 IBM Cognos 元件之間啟用 SSL，請參閱 SAP EP 安全性文件。
如需有關在 IBM Cognos 元件中配置 SSL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中有關配置 SSL
協定的主題。
啟用 SSL 後，編輯所有 iView 的性質，以便使 [cpsserver: CPS Connection Server] 性質使用 https 而非
http。

使用應用程式伺服器針對 WebSphere 入口網站啟用單一登入
Portal Service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使用 WebSphere® Portal 提供的有效憑證物件來連線至 IBM®
Cognos® 元件。Portal Services 支援以下作用中的憑證物件：HttpBasicAuth、LtpaToken、SiteMinderToken
和 WebSealToken。
使用此物件可將入口網站使用者的憑證傳遞至 Gateway。如需有關有效憑證物件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 IBM WebSphere 入口網站的文件。
若要使用應用程式伺服器單一登入，請參閱 IBM WebSphere 應用程式伺服器的文件。
如需有關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上 IBM Cognos 元件的 SSL 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
南》中有關在應用程式伺服器中啟用 SSL 的主題一章。

使用基本驗證為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Portal 啟用單一登入
您可以在 WebCenter Interaction Portal 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以傳送使用者名稱和密碼作為 HTTP
基本驗證頁首。此表頭可與 NTLM、LDAP 或 IBM® Cognos® Series 7 驗證名稱環境配合使用，以提
供單一登入。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配置名稱環境以驗證入口網站使用者。
如需說明，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中有關配置 LDAP、NTLM 或 IBM Cognos Series 7 驗證
提供程式的主題。
2. 在 IBM Cognos 中安裝替用 CGI 或 ISAPI 或 Servlet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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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說明，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中有關安裝 IBM Cognos BI 的主題。
3. 配置 Gateway。
如需說明，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4. 在 Web 伺服器的管理主控台中，配置虛擬目錄以存取 Gateway。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網頁伺服器的文件。
5. 配置 WebCenter Interaction 遠端伺服器以存取 IBM Cognos BI：
●

編輯 c10_location/cps/oracle/webapps/gadgets/WEB-INF/classes 目錄下的 cpsalui.properties 檔案。

●

變更 cps_endpoint 性質以表示 Gateway 的 URL。
對於 CGI Gateway，如果 Gateway 與遠端伺服器位於相同電腦上，則可使用預設設定。否
則，請使用 host_name:port 取代 localhost 部分
對於 Servlet 或 ISAPI Gateway，請使用指向 Gateway 的值取代 localhost/ibmcognos/cgi-bin/
cognos.cgi 部分。
例如，
http://host_name:port/ibmcognos/cgi-bin/cognos.isapi/wsrp/cps4/portlets/[package]?wsdl&b_action=cps.
wsdl

●

將 cps_auth_namespace 性質設定為要用於驗證的名稱環境。

使用 SiteMinder 為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Portal 啟用單一登入
若使用 eTrust SiteMinder 在安全性基礎架構中提供單一登入，則還可將其用於對 WebCenter Interaction
Portal 進行單一登入。
您必須在 IBM® Cognos® BI 中配置 SiteMinder 驗證名稱環境。WebCenter Interaction Portal 將 SiteMinder
有效驗證記號傳送至遠端伺服器，該伺服器會將該記號傳送至 IBM Cognos Gateway。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配置 SiteMinder 驗證名稱環境。
如需說明，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中有關配置 SiteMinder 驗證名稱環境的主題。
2. 配置遠端伺服器傳送驗證記號：
●

編輯 c10_location/cps/oracle/webapps/gadgets/WEB-INF/classes 目錄下的 cpsalui.properties 檔案。

●

變更 forward_cookies 性質，以包括 SiteMinder 所提供有效驗證記號的名稱。

●

變更 cps_endpoint 性質以表示 Gateway 的 URL。
對於 CGI Gateway，如果 Gateway 與遠端伺服器位於相同電腦上，則可使用預設設定。否
則，請以 host_name:port 取代 localhost 部分。
對於 Servlet 或 ISAPI Gateway，請使用指向 Gateway 的值取代 localhost/ibmcognos/cgi-bin/
cognos.cgi 部分。
例如，
http://host_name:port/ibmcognos/cgi-bin/cognos.isapi/wsrp/cps4/portlets/[package]?wsdl&b_action=cps.
w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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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cps_auth_namespace 性質變更為要用於驗證的名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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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34：自訂 IBM Cognos BI 的外觀
您可以自訂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介面，以滿足國際客戶或特定經銷商的需求。IBM
Cognos BI 包括對預先定義的樣式的選取，您可以將這些樣式用於對圖形使用者介面的外觀進行全
域變更，而不會影響產品功能。或者，您可以基於其中一個預先定義的樣式，建立一個自訂樣式。
您可以變更一個或多個 IBM Cognos 元件的色彩、字型、影像和整體外觀。
可以透過以下方式自訂樣式
●

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式 (第522頁)
樣式管理公用程式自動建立自訂樣式。這是用於自訂 IBM Cognos 元件外觀的偏好方式。

●

手動建立自訂樣式 (第527頁) 並變更相關聯的樣式表 (.css 檔案)。使用此方法，您可以自訂
Cognos Connection (第530頁)、Report Studio (第533頁)、Query Studio (第534頁)、IBM Cognos Viewer
(第537頁) 和提示頁面 (第538頁) 的樣式表。

如需有關 IBM Cognos 自訂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 IBM Cognos 軟體的功能"(第545頁)。

預先定義的樣式
IBM Cognos 軟體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樣式，以控制 IBM Cognos Web 介面的外觀。提供以下預先定
義的樣式：
●

商業

●

古典

●

當代

●

公司 (產品預設)

●

現代

●

表現方式

●

windows

附註：Windows 樣式僅用於 Report Studio。該樣式採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設定指定的顯
示模式。切勿修改此樣式，並且本文件中說明的自訂技術不適用於此樣式。
如需有關預先定義的樣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樣式"(第477頁)。

受樣式影響的 IBM Cognos 元件
以下元件受樣式影響：
●

IBM Cognos Connection (包括工作排程和查詢設定預設值)

●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

Report Studio (工具箱和預覽視窗)

●

Query Studio (篩選器對話方塊和提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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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 Cognos Viewer (報表和提示頁面)

●

Analysis Studio

●

Event Studio

●

IBM Cognos Search

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式
樣式管理公用程式是位於每個 IBM® Cognos® Gateway 上的指令行公用程式。使用此公用程式，您
可以建立基於預先定義的樣式的自訂樣式，此類樣式可用於變更 IBM Cognos 元件的外觀。您使用
樣式管理公用程式建立和公佈的自訂樣式可用作建立其他自訂樣式的基礎。
如需有關建立和部署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自訂樣式的資訊，請參
閱"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第522頁)。如需有關建立和部署其他元件的
自訂樣式的資訊，請參閱"Report Studio、IBM Cognos Viewer、Query Studio 和提示頁面"(第523頁)。
若要執行樣式管理公用程式，您必須安裝有 Gateway 並且 Dispatcher 要帶有簡報服務。另外，您還
必須具有使用 [樣式和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功能的權限。

XML 樣式檔案
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式建立自訂樣式之後，就可以使用 XML 樣式檔案對 Cognos Connection 和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外觀進行全局變更。該公用程式還可以驗證 XML 樣式檔案、將 XML 檔案
儲存至 Content Manager，以及公佈新樣式以使其對使用者可見。該公用程式還可以刪除自訂樣式。
將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式建立的 XML 樣式檔案儲存在 Content Manager 中之後，便可以對這些檔
案進行升級。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本節說明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式來為 Cognos Connection 和 Cognos Administration 建立和部署自訂樣
式的流程。
❑

建立自訂樣式。
您根據 IBM Cognos 提供的預先定義的樣式之一建立自訂樣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預先
定義的樣式"(第521頁)。

❑

修改 style.xml 檔案。
您對 style.xml 所做的變更只會影響 Cognos Connection 和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外觀。它們不
會套用至其他 IBM Cognos 元件。
當您建立新樣式時，系統會在 c10_location/temp 目錄中建立 Style.xml。您可以在 XML 或文字
編輯器中編輯 style.xml，以使用自訂色彩和影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步驟"(第526頁)。

❑

產生自樣式。
樣式管理公用程式會在本端機器上的 c10_location\temp 資料夾中為新樣式建立資料夾。該資料
夾包含新樣式所需的所有檔案，包括層疊樣式表和影像。如需有關如何建立自訂樣式的逐步
資訊，請參閱"建立自訂樣式"(第525頁)。
對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您不需要因為與色彩和某些圖形相
關的變更而對 .css 檔案進行手動變更。這些樣式變更會由樣式管理公用程式動態更新，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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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升級。而對字型和版面性質所做的樣式變更則需要必須對 .css 檔案進行手動變更。 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修改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外觀"(第530頁)。
❑

部署樣式。
若要部署樣式，首先您要壓縮包含新樣式以及相關聯的 .css 和影像檔案的資料夾。然後，您
將 zip 檔案萃取至所有 Gateway 位置上的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 目錄。

❑

公佈自訂樣式。
公佈自訂樣式可讓您的使用者使用該樣式。當您公佈樣式時，它會顯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樣式清單中。

Report Studio、IBM Cognos Viewer、Query Studio 和提示頁面
本節說明為 Report Studio、IBM Cognos Viewer、Query Studio 和提示頁面建立和部署自訂樣式的流
程。
❑

建立自訂樣式。
您根據 IBM Cognos 提供的預先定義的樣式 (第521頁) 之一建立自訂樣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建立自訂樣式"(第525頁)。

❑

產生自樣式。
樣式管理公用程式會在本端機器上的 c10_location\temp 資料夾中為新樣式建立資料夾。該資料
夾包含新樣式所需的所有檔案，包括層疊樣式表和影像。
對於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IBM Cognos Viewer、IBM Cognos Query Studio 和提示頁面，您
必須手動編輯相關聯的層疊樣式表，然後才可以部署新樣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

●

"修改 Report Studio 樣式表"(第533頁)

●

"修改 IBM Cognos Viewer 樣式表"(第537頁)

●

"修改 Query Studio 樣式表"(第534頁)

●

"修改提示頁面樣式表"(第538頁)

部署樣式。
若要部署樣式，首先您要壓縮包含新樣式以及相關聯的 .css 和影像檔案的資料夾。然後，您
將 zip 檔案萃取至所有 Gateway 位置上的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 目錄。

❑

公佈自訂樣式。
公佈自訂樣式可讓您的使用者使用該樣式。當您公佈樣式時，它會顯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樣式清單中。

樣式管理公用程式指令
支援以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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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

說明

刪除

從 Content Manager 移除既有樣式。包含該樣式的目錄不會被刪除。

語法：

delete 指令不能用於刪除任何預先定義的樣式：商務、經典、當代、企業、時尚和簡報。

delete style_name

Download

從 Content Manager 下載既有樣式以用於更新。

語法：
download style_name

說明

擷取有效指令的清單。help 指令後面跟有指令名稱時，可擷取有關該指令的詳細資訊。

語法：
help
help command_name

Generate
語法：

在所有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Gateway 上的 c10_location\temp 目錄中為新樣式建立
一個資料夾。該資料夾包含新樣式所需的所有檔案，包括層疊樣式表和影像。

generate style_name

generate 指令提示您在繼續之前進行儲存。如果您對該提示的回應為「否」，則不會執行
generate 指令。

清單

擷取可用樣式的目前清單。同樣的清單會顯示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上 [配置] 標
籤的 [樣式] 區段中。

語法：
list

Logoff

離開樣式管理公用程式。

語法：
logoff 或 exit

新
語法：

建立一個基於既有樣式的新樣式。系統會在 c10_location\temp 目錄中建立一個 XML 檔案。
您可以透過在文字編輯器或 XML 編輯器中編輯色彩和影像來自訂 style.xml 檔案。

new style_name_
existing style_name_
new

Publish

將新樣式部署到所有 Gateway 之後，publish 指令則讓該樣式可供終端使用者使用。

語法：
publish style_name

Save

將自訂樣式儲存至 Content Manager，以供稍後擷取。

語法：
save styl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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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

說明

Validate

驗證自訂樣式檔案 style.xml。

語法：
validate style_name

Zip

將 generate 指令的輸出封裝為 c10_location\temp 資料夾中名為 style.zip 的 zip 檔案。必須將
該 zip 檔案萃取至所有 Gateway 上的 c10\webcontent\skins 目錄中。

語法：
zip style_name

建立自訂樣式
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式可建立自訂樣式以影響 IBM® Cognos® 元件的外觀。
對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建立自訂樣式之後，您對 style.xml 檔案
進行變更以使用自訂色彩和影像。您不需要編輯相關聯的層疊樣式表。
對於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IBM Cognos Viewer、IBM Cognos Query Studio 和提示頁面，您在建
立自訂樣式之後不需要編輯 style.xml 檔案，而必須手動編輯相關聯的層疊樣式表。
如需有關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式為 IBM Cognos 元件建立和部署自訂樣式的資訊，請參閱以下內容
之一：
●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第522頁)

●

"Report Studio、IBM Cognos Viewer、Query Studio 和提示頁面"(第523頁)

步驟
1. 啟動樣式管理公用程式。
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上，執行位於 c10_location\bin\utilities\StyleManager 目錄中的批
次檔案 stylemgr.bat。
在 UNIX® 和 Linux® 作業系統上，執行位於 c10_location/bin/utilities/StyleManager 目錄中的 Shell
指令碼 stylemgr.sh。
2. 在提示中，請鍵入您的使用者名稱、密碼和名稱環境。
使用名稱環境使用者 ID 作為使用者名稱。
3. 在提示中，請鍵入
new style_name_existing style_name_new

範例：new business standard
系統會在 c10_location\temp 目錄中建立新樣式 standard。
如果您要使用新樣式來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外觀，請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style>.xml，修改色彩和影像，然後儲存您的變更。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修改 XML 樣式檔案"(第526頁)。
如果您要使用新樣式來自訂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IBM Cognos Viewer、IBM Cognos Query
Studio 和提示頁面的外觀，請繼續執行步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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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對新樣式的變更之後，請返回樣式管理公用程式，並驗證樣式檔案。在提示中，請鍵入
validate style_name

5. 若要建立其他與樣式關聯的檔案，請於提示中鍵入
generate style_name

提示儲存樣式時，請回應「是」。
generate 指令會在所有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Gateway 上的 c10_location\temp 目錄中為
新樣式建立一個資料夾該資料夾包含新樣式所需的所有檔案，包括 .css 和影像檔案。
6. 壓縮由 generate 指令建立的資料夾。在提示中，請鍵入
zip style_name

7. 將在步驟 7 中建立的 .zip 檔案中的檔案萃取到所有 Gateway 位置上的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
資料夾中。
萃取檔案之後，您需要公佈該樣式。
8. 啟動樣式管理公用程式。在提示中，請鍵入
publish style_name

公佈樣式可讓您的終端使用者使用該樣式。
公佈由使用者定義的樣式之後，您可以根據使用者定義的樣式建立其他自訂樣式。
9. 離開樣式管理公用程式。在提示中，請鍵入
logoff

修改 XML 樣式檔案
若要向樣式中新增自訂色彩和影像，您要編輯 style.xml 檔案。您在 style.xml 中所做的變更只會影
響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外觀。

步驟
1.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位於 c10_location\temp 目錄中的 style.xml 檔案。
2. 透過修改以下區段來自訂樣式。例如，若要定義自訂色盤，請修改 [色盤] 區段中的值。

區段

說明

<palette></palette> 定義色盤。該檔案中的 palette 元素可於全局層級下控制色彩設定。如果您想
於更為細分的層級下進行變更，請修改物件的每個特定類別，而不要修改該
元素。
<colors></colors>

將樣式元素 (例如表格文字) 與在色盤中定義的色彩 (例如黑色) 相對應。

<images></images> 指定影像檔案的名稱和位置。
<values></values> 定義可能變更的其他樣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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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儲存變更。
儲存您所做的變更之後，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式來產生樣式檔案，並將其公佈給您的使用者。

範例 - 變更 Style.xml 中的背景色彩
假設您要變更 style.xml 檔案中的背景色彩。
在 c10_location\temp 目錄中，使用 XML 或標準文字編輯器開啟 style.xml 檔案。找到以下指定的區
段，然後如需變更以粗體字型顯示的值。請注意，您指定的自訂色彩必須在 style.xml 檔案的 [色
盤] 區段中進行定義。
<color name="text" paletteColor="black" />
<color name="textDisabled" paletteColor="gray.
dark" />
<color name="textError" paletteColor="black" />
<color name="background"
paletteColor="white" />
<color name="anchor" paletteColor="hyperlink" />
<color
name="selection" paletteColor="special1" />
<color name="tooltip" paletteColor="tooltip" />

手動建立自訂樣式
您可以透過修改既有的樣式 (包括預先定義的樣式) 手動建立自訂樣式，以使其與您組織的使用者
介面相符。
您也可以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式來建立自訂樣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
式"(第522頁)。
手動建立自訂樣式時，您可以執行以下作業：
●

變更色彩、字型、影像和某些版面性質。
修改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 目錄中相關聯的樣式表。

●

可使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重新命名樣式，以便名稱更適合您的環境(第479頁)。請注
意，無法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式透過重新命名的樣式來建立其他新樣式。

●

重新命名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 目錄中的樣式目錄。
請勿重新命名 corporate 目錄 (第528頁)。
進行變更時，您必須確保自訂樣式目錄的結構符合預先定義樣式的目錄結構。

步驟
1. 在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 目錄中，複製既有的樣式目錄並對其重新命名。
例如，複製 corporate 目錄並將其重新命名為 standard。
2. 在新目錄中，根據需要修改樣式表、圖形或字型。
3.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新增新的樣式物件(第478頁)，並使其與在步驟 1 中建立的樣
式目錄相關聯。
新樣式隨即便會出現在 [我的偏好設定] 中(第2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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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環境和 Corporate 樣式
Corporate 是 IBM® Cognos® 環境中的預設樣式。當找不到其他合適的樣式時會使用該樣式，例如在
使用者身份未知的情況下登入時。在產品中對公司目錄的參考進行了硬編碼，且此目錄必須始終
存在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 目錄中。
您可以修改 corporate 樣式目錄中的樣式表，以便將您公司的形象和文化內涵套用至此樣式。您還
可以重新命名 Corporate 樣式物件，以便名稱 Corporate 不會顯示在使用者介面中 (第479頁)。

對所有元件進行其他樣式變更
您可以對所有 IBM® Cognos® 元件的外觀進行以下全局變更：
●

對 IBM Cognos 介面進行品牌再造

●

變更 IBM Cognos 字型

●

變更全局 IBM Cognos 樣式表

●

將變更移轉到將來的版本

對 IBM Cognos 介面進行品牌再造
您可以透過使用新文字和相應的品牌影像全域取代公司名稱和標誌的所有實例，來對產品進行品
牌再造。經銷商和合作夥伴可以使用 IBM® Cognos® 啟動畫面影像的品牌中立版本。
IBM Cognos 軟體的圖形使用 Web 安全色盤建立。它們另存為非交錯式 GIF 檔案。所有介面圖示均
使用透明背景建立，顯示為洋紅色。

變更品牌相關的圖形
品牌相關的圖形在名為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branding 的目錄中歸為一組，其中 style 表
示每個樣式目錄。根據您所使用的樣式 (第521頁)，您可以在相關聯的樣式目錄中變更圖形。
可以使用大小或設計更合適的替代圖形取代個別 IBM Cognos 影像 (通常為 GIF 檔案)。
為了幫助您找到正確的圖形，請您注意，這些與產品元件配合使用的圖形的檔名通常以前綴 tools_
開頭。這可將它們與檔名通常以前綴 icon_ 開頭的物件或動作相關的圖形區分開來。
提示：若要變更圖形中的文字 (例如首字母縮略字 Business Intelligence)，請在圖形編輯器中開啟相
關檔案，取代該文字，然後以 .GIF 格式重新儲存圖形。

新增自訂訊息
您可以將自己的自訂訊息 (例如經銷商著作權資訊) 新增到關於方塊中的既有文字。但是請注意，
法律要求您保留既有 IBM Cognos 版權通知。

檢查全域文字變更
完成全域文字變更後，我們建議您在向使用者展現的所有介面中檢查這些變更。請特別注意易於
遺漏的瀏覽器頁面說明和一般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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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IBM Cognos 字型
IBM® Cognos® 樣式表指定了適合 UTF-8 編碼文字的文字字型。為介面文字元素指定了相對字型大
小。為報表文字元素和表單控制項 (輸入欄位) 指定了點大小。
除橫幅字串、公司字串和入口網站字串外，所有文字字串都是區分語言的。但是，Cognos Connection
中沒有使用橫幅字串。
透過在檔案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fonts.css (其中 style 表示樣式目錄) 中修改字型系列清
單，您可以變更在 IBM Cognos 軟體中使用的字型 (第521頁)。修改與所需樣式相關聯的 fonts.css 檔
案。
例如，您可以將所有 HTML 介面 (除 Report Studio 外) 上使用的預設字型變更為更適合顯示特殊亞
洲字元的字型。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檔案 fonts.css，為將 Tahoma 顯示為字型系列清單中第一項的
部分加附註，然後從更符合 Unicode 要求的項目中移除附註。
附註：字型變更不適用於 Report Studio，因為其具有單獨的字型設定樣式表 (第533頁)。

變更全局 IBM Cognos 樣式表
若要全局變更用於 IBM® Cognos® 報表的預設樣式，您可以修改位於以下目錄中的 GlobalReportStyles.
css 檔案中的樣式：
●

c10_location/bin
該位置中的檔案由用於 PDF 和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輸出的 Report Server 使用。

●

c10_location/webcontent/schemas
此位置的檔案由 IBM Cognos Viewer 用於 HTML 輸出。

●

c10_location\reportstyles
目前不使用該位置的檔案。

●

c10_location\webcontent\reportstyles
該位置的檔案由 Report Studio 使用。

必須修改所有目錄中的檔案，以確保報表在伺服器和客戶端系統上均可正確顯示。在多個伺服器
配置中，必須修改所有系統上的樣式表。在 IBM Cognos 伺服器系統上，這是 c10_location/bin 目錄
中的檔。在 Web 伺服器系統上，這是 c10_location/webcontent/schemas 目錄中的檔案。例如，如果
您有 2 個 IBM Cognos 伺服器和 3 個 Web 伺服器，則必須更新 5 個 GlobalReportStyles.css 檔案副本。
您還可以向此樣式表新增樣式；但是，另一種更簡單的方法是向 Report Studio 中的範本新增樣式。
如果重新安裝或升級 IBM Cognos 軟體，則您對此樣式表進行的所有變更均會遺失。如果發生此情
況，您必須重新套用變更。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變更移轉到將來的版本"(第530頁)。
Report Studio 和 Query Studio 均使用 GlobalReportStyles.css 檔案向報表物件分配類別。Query Studio
不展現這些類別。但是，您可以使用 Report Studio 或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修改任何報表物件的
類別性質。例如，如果您建立了預設報表，然後按一下標題，則類別性質將顯示為報表標題文字。
您可以根據需要變更此性質。
如果您決定修改 GlobalReportStyles.css 檔案，則必須注意，Report Studio 中顯示的類別名稱是多語
言的，並且在 Report Studio 資源檔案中定義。不必修改此樣式表，向報表中新增新樣式可能會更
加簡單。
如有關建立或修改類別樣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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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使用 XML 報表規格時您可以手動設定物件的樣式。例如，您可以編輯報表標題，它可能如下
所示：
<textItem class="reportTitleText">

<text>

My report title

</text> </textItem>

如需有關修改報表規格中樣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Developer Guide》。

將變更移轉到將來的版本
IBM® Cognos® 軟體不會自動保留對樣式表和其它與自訂相關的檔案所做的變更。我們建議您保留
變更的詳細記錄。否則，您可能會在移轉到產品較新版本時不慎遺失這些變更。

修改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外觀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portal 目錄中的樣式表 default.css 為每個樣式定義 IBM Cognos
Connection 介面的整體外觀 (第521頁)。專用於入口網站的圖形 (如果存在) 位於影像子目錄中。
透過針對所需樣式修改 default.css 檔案，您可以對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外觀進行變更。在開
始之前，我們建議您備份原始 default.css 檔案。
在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中可對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外觀進行其它變
更。
提示：請記住在完成修改後重新啟動 IBM Cognos 軟體，以便變更生效。
本文件提供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以下自訂範例：
●

自訂預設歡迎頁面 (第530頁)

●

變更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頁首中的背景色彩 (第531頁)

●

變更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頁首中的品牌明細 (第530頁)

●

變更入口網站圖形 (第531頁)

●

變更頁面標題和說明的字型 (第532頁)

範例 - 自訂預設歡迎頁面
您可以自訂預設 [歡迎] 頁面以對其套用組織的外觀與感受。您可以變更色彩、字型、圖形和某些
版面性質。
若要為所需樣式自訂歡迎頁面，請在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portal/default.css 檔案中搜尋
以 welcome 開頭的類別並根據需要修改值。

範例 - 變更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頁首中的品牌明細
透過變更左側的品牌明細，您可以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頁首。您可以變更圖形、標題
和背景色彩。此變更還會對 IBM Cognos Viewer 產生影響，但不會影響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品牌明細由入口網站 system.xml 檔案中的 OEM 參數定義。您必須修改此檔案。
將您想使用的影像檔案複製到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kin_name/branding 目錄中。

步驟
1. 在 XML 編輯器中開啟 system.xm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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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 目錄中。
2. 找到 OEM 參數並根據以下代碼中所指定的內容來新增自訂品牌明細。
必須為要顯示此變更的每個樣式重複以黑體顯示的序列。
<param name="OEM">
<customHeader showContext="true" contextDelimiter="-">
<style
styleFolderName="corporate"> <!--Insert well-formedHTMLhere --></style>
<style
styleFolderName="classic">
</style>
...
</customHeader> </param>

將 showContext 屬性設定為 true 將向標題新增報表或頁面名稱。可由任何字元或字元序列表示
的 contextDelimiter 屬性將標題與報表或頁面名稱分隔開。
以下是此變更的代碼範例：
<customHeader showContext="true" contextDelimiter="- "> <style styleFolderName="corporate">
<table 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
<tr>
<td><img src="../skins/corporate/
branding/my_logo.gif"/>
</td><td class="headerTitle" style="padding-right:2px;whitespace:nowrap">Mycompany</td>
</tr>
</table>
</style>
<style
styleFolderName="classic">
<table style="background-color:#cccccc">
<tr>
<td><img src="../skins/corporate/branding/my_logo.gif"/>
</td><td class="headerTitle"
style="padding-right:2px;white-space:nowrap">Mycompany
</td>
</tr>
</table>
</style> </customHeader>

3.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範例 - 變更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頁首中的背景色彩
假設您要變更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首中使用的背景色彩。
請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shared/banner.css 檔案，並在以下指定的代
碼中，根據需要變更以黑體顯示的值。
mainHeader1 { border-right: #000000 1px solid; border-left: #000000 1px solid; border-bottom:
#000000 1px solid; background-color: #669966; height: 25px; background-image: url(Images/
title_bar_grapic.gif);
background-repeat: repeat-x;
background-position: top; }

範例 - 變更入口網站圖形
假設您要為特定樣式移除或取代某些 Web 入口網站圖形 (第521頁)。在取代影像時，我們建議您保
持檔名不變。
下表顯示了位於目錄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branding 中的提供目前所用影像的檔案。有
關如何將 ibm-logo-white.gif 取代為自訂標誌的資訊，請參閱"將 IBM 標誌取代為自訂標誌"(第532
頁)。

檔案

內容

branding/portal_splash.gif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啟動畫面影像

branding/cc_about.gif

關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方塊影像

branding/cognosadmin_about.gif

關於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方塊影像

branding/progress.gif

動畫進程影像

branding/ibm-logo-white.gif

IBM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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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內容

shared/images/banner-swoosh.png

中間橫幅部分的影像

shared/images/banner-background.png

橫幅背景影像

將 IBM 標誌取代為自訂標誌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您可以於入口網站橫幅的左、右兩側新增自訂標誌。在橫幅右側
新增自訂標誌時，標誌會取代依預設為顯示的 IBM 標誌。在橫幅左側新增自訂標誌時，標誌會取
代依預設為隱藏的 IBM 標誌。
提示：新增自訂標誌時，您可以調整影像的高度和寬度。然而，為確保影像正確顯示，應將圖形
調整為高度不超過 35 像素。

在入口網站橫幅右側新增自訂標誌的步驟
1. 將您的標誌影像命名為 ibm-logo-white.gif。
2. 將 ibm-logo-white.gif 複制到 c10_installation\webcontent\skins\<skin>\branding 並覆寫既有
ibm-logo-white.gif。
3. 重新整理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頁面。
提示：可能需要在刪除瀏覽器快取之後才能顯示自訂標誌。

在入口網站橫幅左側新增自訂標誌的步驟
1. 將您的標誌影像檔案命名為 your_logo_here.gif。
2. 將影像檔案複制到 c10_installation\webcontent\skins\<skin>\branding 並覆寫既有 your_logo_here.gif
檔案。
3. 按照下述方式修改位於 c10_installation\webcontent\skins\<skin>\shared 資料夾位置的檔案 banner.css：
●

在「.logo」部分，移除行「display: none;」。

●

在「#ibmLogo」部分，新增行「display: none;」。

4. 按照以下方式修改位於 c10_installation\webcontent\skins\<skin>\fragments 位置中的 portlet.css 檔
案。
●

在「.cogstyle-header-logo」部分，移除行「display: none;」。

●

在「.cogstyle-header-ibm-logo」部分，新增行「display: none;」。

範例 - 變更頁面標題和說明的預設字型
假設您要變更頁面標題和說明的初始字型設定。根據產品地區或其它情況，您可以指定其它字型
樣式和大小。
在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中，尋找以下指定部分，並根據需要變更以黑體顯
示的值。
<param name="myPages"> <param name="fontUnit">pt</param>
<!-- pt or px or % --> <param
name="defaultTitleFontFace">Tahoma</param> <param name="defaultTitleFontSize">12</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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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 name="defaultInstructionsFontFace">Tahoma</param>
name="defaultInstructionsFontSize">11</param> </param>

<param

修改 Report Studio 樣式表
兩個預先定義的 Report Studio 樣式為 CRN (目前預設) 和 windows。windows 資料夾包含唯一套用於
Report Studio 的樣式。
可自訂的 Report Studio 樣式表位於目錄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pat 或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hal 中，其中 style 表示特定的樣式目錄 (第521頁)。不得變更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windows/pat 和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windows/hal 中的樣式表。專
用於元件的圖形位於這些目錄的影像子目錄中。
下表介紹了 Report Studio 樣式表的內容。

檔案

內容

style/pat/skin.css

定義 Report Studio 的預設介面樣式，包括全域設定字型的部分

style/hal/hal_style_skin.css

定義功能表和工具列的預設介面樣式

windows/pat/skin.css

定義一種樣式，將使用者選擇的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顯示設定套用至
Report Studio 介面

範例 - 變更在 Report Studio 中使用的字型
假設您要將 HTML 介面中使用的預設字型變更為可正確顯示亞洲字元的字型。在文字編輯器中開
啟 style/pat/skin.css 檔案，並為將 Tahoma 顯示為字型系列清單中第一項的部分加附註。選取或建立
更符合 Unicode 要求的項目。
@charset "UTF-8"; DIV.clsToolbar, ... DIV.clsTabPanels { font-family:Tahoma, Arial, 'MS
UI Gothic', Gulim, SimSun, PMingLiU, Raghu8, 'Arial Unicode MS', 'Andale WT', sans-serif;
font-size: 8pt; }

範例 - 變更在 Report Studio 功能表中使用的色彩
假設您要變更 Report Studio 功能表中使用的色彩。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hal/hal_style.css 樣式表，並將以黑體顯示的代碼變更為您偏好的色
彩。
DIV.clsMenubar, DIV.clsToolbar { background-color: black;
border-top: solid white 1px;
border-bottom: solid #999999 1px; color: white; } TD.clsMenubarItem, TD.clsToolbarButton
{ background-color: white;
color: black; } TD.clsMenubarItem, TD.clsToolbarButton {
background-color: white;
color: black; }

範例 - 變更 Report Studio 圖形
假設您要移除或取代 Report Studio 中使用的某些圖形。在取代影像時，我們建議您保持目錄結構
和檔名不變。
下表顯示了提供目前所使用影像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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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內容

webcontent/pat/images/ICRS.png

[關於] 方塊圖形。該圖形隨使用者設定檔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圖形檔 ICRS.png
用於 Report Studio 的專業設定檔。

webcontent/hal/images/progress.gif 動畫進程影像

修改 Query Studio 樣式表
Query Studio 樣式表位於目錄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qs 中。專用於特定元件樣式的圖形
(例如 banner.gif) 位於影像子目錄中。
下表介紹了 Query Studio 樣式表的內容。

檔案

內容

QSReport.css

定義 Query Studio 的快顯功能表樣式。使用點來參考字型大小。

QSSelection.css

定義 Query Studio 的報表樣式，例如所選欄、剪下的欄或其上懸停指標的欄的外觀。

QSRVCommonUI.
css

定義 Query Studio 介面和 IBM® Cognos® 介面的樣式，包括應用程式標題區域、左側窗格功能

QSRVDialog.css

定義 Query Studio 和 IBM Cognos Viewer 對話方塊的樣式。此檔案僅用於避免每個對話方塊必
須包括較大的 .css 檔案。

表、工具列、中繼資料樹狀目錄、預覽窗格和導覽連結。

範例 - 變更在 Query Studio 功能表中使用的色彩
假設您要變更 Query Studio 功能表中使用的色彩。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QSRVCommonUI.css 樣式
表，並將以黑體顯示的代碼變更為您喜歡的色彩。
.menuHeader { font-size: 70%; color: #336699;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font-weight: bold;
... } .menuItem, .menuItemSpacer, .menuItemSpacerTop { background-color: #E3E9F3; border:
solid #336699; border-width: 0px 1px;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menuItem { font-size:
70%; color: 336699; padding: 3px 5px;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ursor: pointer; cursor:
hand; } .menuItemSelected { color: 336699;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cursor: default;
padding: 3px 10px; border: 1px solid #336699; height:20px; font-size: 70%; font-weight:
bold; }

範例 - 變更 Query Studio 圖形
假設您要移除或取代 Query Studio 中使用的某些圖形。與品牌相關的圖形在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branding 目錄中歸為一組。專用於 Query Studio 元件的圖形 (例如
banner.gif) 位於目錄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qs 的影像子目錄中。
在取代影像時，我們建議您保持目錄結構和檔名不變，如下表所示。

檔案

內容

branding/about.gif

關於方塊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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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內容

branding/progress.gif

動畫進程影像

附註：Query Studio 沒有任何啟動畫面或歡迎橫幅。

自訂 Query Studio 工具列和功能表
您可以透過新增或移除按鈕和功能表項目，來自訂 Query Studio 工具列和功能表。

新增功能表項目的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 XML 編輯器中開啟檔案 c10_location/templates/ps/qs/ui.xml。
3. 在 <menuContent>...</menuContent> 標籤之間尋找內容。
4. 對於您想要為其新增項目的功能表，在 <menu> 元素下新增功能表項目 ID 即可。
以下範例展示了如何使用此方法將名稱為 Test 的功能表項目新增至 edit 功能表。
<menu alias="edit"> <name>
id="Test" > </menu>

<xts:string id="MENU_EDIT_COLUMN"/> </name> ... <menuItem

5. 在 <contextMenu>...</contextMenu> 標籤之間尋找內容。
此區段中的每個 menu 元素均代表不同的快顯功能表，例如 report 或 chart 快顯功能表。
6. 對於您想要在其中顯示功能表項目的快顯功能表，新增一個 <menuItem> 元素即可。
以下範例展示了如何為 report 快顯功能表新增 Test 功能表項目：
<menu alias="report"> <menuItem id="Test" >
<label>"Test..."</label>
<link>goApplicationManager.getFeatureManager().launchFeature("Test")</link>
useWebRoot="true">qs/images/toolbar/test.gif</icon> </menuItem> </menu>

<icon

此範例中的 link 元素指定步驟 11 和 12 中所定義的 JavaScript 函數。
由 icon 元素參考的 test.gif 圖形檔案必須在 c10_location/webcontent/qs/images/toolbar 目錄中存在。
7. 儲存並關閉 ui.xml 檔案。
8. 在 XML 編輯器中開啟檔案 c10_location/templates/ps/qs/features.xml。
9. 在 root 元素的 <included>…</included> 標記下，新增一個對應於 ui.xml 檔案中所定義之功能表
項目的 new feature 元素。
例如，對於 Test 功能表項目，請新增以下內容：
<feature name="Test" > <menuItem type="menuItem">
<label>"Test..."</label>
<tooltip>"Test"</tooltip>
<icon>
<active useWebRoot="true">qs/images/toolbar/test.
gif</active>
</icon>
<action>
<parameters>
<parameter
type="string">Test</parameter>
</parameters>
</action>
</menuItem> </feature>

附註：如果您要為同一功能新增一個相應的按鈕，請將同一 feature 元素下的功能表項目新增
為按鈕，如以下範例所示：
<feature name="Test">
buttonType="button">

<menuItem type="menuItem">
<... </toolbar> </feature>

<...

</menuItem>

<toolbar

10. 儲存並關閉 features.xm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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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 c10_location\webcontent\qs\classes 目錄中，建立名為 CFeatureID.js 的新 JavaScript 檔案。
例如，對於 Test 功能表項目，其檔案名稱應該為 CTest.js。
附註：如果您要為同一功能新增一個相應的工具列按鈕，則功能表項目和按鈕皆會使用該檔
案。
12. 在 JavaScript™ 檔案中，定義一個名為 CFeatureID (例如 CTest) 的類別以及支援函數，如以下範
例所示：
function CTest() { //Initialize } CTest.prototype = new AFeatureObject(); CTest.prototype.
setup = function (aFeatureParams) { //setup feature parameter }; CTest.prototype.
processErrorState = function() { //Handle error and return error state }; CTest.prototype.
proceedWithoutDialog = function() { return this.execute(); }; CTest.prototype.execute =
function (aParameters) { //Execute Feature };

13. 儲存該 JavaScript 檔案。
14.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檢視指定的快顯功能表時，新的功能表項目顯示在該項目新增至的功能表中。
若要移除功能表項目，請從 ui.xml 和 features.xml 中刪除與要移除的項目相關聯的代碼部分。

新增工具列按鈕的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檔案 c10_location/templates/ps/qs/ui.xml。
3. 在 toolbarContent 元素下，為新按鈕新增一個 ID。
以下範例展示了如何將該方法用於名為 Test 的按鈕。
<button id="Test" />

4. 儲存並關閉 ui.xml 檔案。
5. 在 XML 編輯器中開啟檔案 c10_location/templates/ps/qs/features.xml。
6. 在 root 元素下，新增一個對應於 ui.xml 檔案中所定義之工具列按鈕的 new feature 元素。
例如，對於 Test 按鈕，請新增以下內容：
<feature name="Test" > <toolbar buttonType="button"> <tooltip>"Test"</tooltip>
<icon>
<active useWebRoot="true">qs/images/toolbar/test_button.gif</active>
</icon>
<action>
<parameters>
<parameter type="string">Test</parameter>
</parameters>
</action> </toolbar> </feature>

由 icon 元素參考的 test.gif 檔案必須在 c10_location/webcontent/qs/images/toolbar 目錄中存在。
附註：如果您要為同一功能新增一個相應的功能表項目，請將同一 feature 元素下的按鈕新增
為功能表項目，如以下範例所示：
<feature name="Test" >
buttonType="button">

<menuItem type="menuItem">
<...
</toolbar> </feature>

<...

</menuItem>

<toolbar

7. 儲存並關閉 features.xml 檔案。
8. 在 c10_location\webcontent\qs\classes 目錄中，建立名為 CFeatureID.js 的新 JavaScript 檔案。
例如，對於 Test 按鈕，其檔案名稱應該為 CTest.js。
附註：如果您要為同一功能新增一個相應的功能表項目，功能表項目和按鈕皆會使用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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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JavaScript 檔案中，定義一個名為 CFeatureID (例如 CTest) 的類別以及各種支援函數，如以下
範例所示：
function CTest() {
//Initialize } CTest.prototype = new AFeatureObject();
prototype.setup = function (aFeatureParams) {
//setup feature parameter };
prototype.processErrorState = function() {
//Handle error and return error
CTest.prototype.proceedWithoutDialog = function() { return this.execute(); };
prototype.execute = function (aParameters) {
//Execute Feature };

CTest.
CTest.
state };
CTest.

10. 儲存該 JavaScript 檔案。
11.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新按鈕顯示在 Cognos Query 工具列中。
若要移除工具列按鈕，請從 ui.xml 和 features.xml 中刪除與該按鈕相關聯的代碼部分。

修改 IBM Cognos Viewer 的外觀
您可以對所有 IBM® Cognos® Viewer 的外觀進行以下變更：
●

修改 IBM Cognos Viewer 樣式表

●

變更使用者介面的語言

修改 IBM Cognos Viewer 樣式表
您可以在自訂 Query Studio 介面的同時修改 IBM® Cognos® Viewer 樣式表，也可以單獨進行修改。
相關的樣式表位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skins/style/viewer 目錄中。專用於特定元件樣式的圖形 (例
如 banner.gif) 位於影像子目錄中。
下表對 IBM Cognos Viewer 樣式表進行了說明。

檔案

內容

RVReport.css

定義 IBM Cognos Viewer 的報表樣式。

QSRVCommonUI.css

定義 Query Studio 和 IBM Cognos Viewer 介面的樣式，包括應用程式標題區域和導覽連結。

範例 - 變更 IBM Cognos Viewer 使用者介面的語言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以除英語、法語、德語或日語之外的語言檢視內容 (例如報表) 時，您可
能希望以同樣的語言顯示 IBM Cognos Viewer 使用者介面。這要求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變
更 IBM Cognos Viewer 中的產品語言，然後稍後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選取此語言。確保 IBM
Cognos Viewer 已翻譯為您要使用的語言。
假設您要為希臘的報表使用者將 IBM Cognos Viewer 使用者介面變更為希臘語。同時，您要使其它
IBM Cognos 元件 (例如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Studio) 的使用者介面以法文顯示。若要進行這些
變更，請執行以下步驟。

新增新產品語言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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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 [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 [編輯全局配置]。
3. 按一下 [產品區域設置] 標籤。
4. 按一下 [新增] 按鈕。
5. 鍵入希臘的地區代碼，即 el
希臘文將顯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我的偏好設定] 中的可用產品語言清單中。
提示：您可以在 [內容區域設置] 標籤上查看其他語言的區域設置代碼。
6. 按一下 [確定]。
7. 儲存配置。
8. 移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
9. 依次按一下 [我的區域選項]

、[我的偏好設定]。

10. 在 [一般] 標籤上的 [產品語言] 下拉清單中，按一下希臘文。
11. 按一下 [確定]。
IBM Cognos Viewer 使用者介面將以希臘語顯示。但是，其它元件 (例如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Studio) 將繼續使用預設產品語言，即英文。如果 IBM Cognos Viewer 使用者介面已使用希臘語，則
若要將法語指定為預設產品語言，請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新增新的產品區域設置對應。
附註：僅可以將存在 IBM Cognos 使用者介面完全翻譯的語言指為預設產品語言。

新增新產品域設置對映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從 [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 [編輯全局配置]。
3. 按一下 [產品區域設置對映] 標籤。
4. 按一下 [新增] 按鈕。
5. 用以下方式對映產品語言：
●

在 [鍵] 欄中，鍵入希臘文的代碼，即 el-*

●

在 [區域設置對映] 欄中，鍵入法語的代碼，即 fr

6. 按一下 [確定]。
7. 儲存配置。
當使用者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以希臘語開啟報表時，IBM Cognos Viewer 使用者介面也會以希臘
語顯示。其它元件 (例如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Studio) 的使用者介面將以法文顯示。

修改提示頁面樣式表
透過修改共享的 promptCommon.css 樣式表，您可以變更與所有 IBM Cognos 元件一起使用的提示頁
面和相關控制項的樣式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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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樣式表位於目錄 cc10_location/webcontent/prompting/reportskin/prompting 中。專用於樣式的提示圖
形 (如果存在) 位於影像子目錄中。
您可以用與自訂任何元件樣式表幾乎相同的方法來修改此提示頁面樣式表。

為 Report Studio 新增自訂報表範本
Report Studio 具有預先定義的報表範本，您可以在建立新報表時從這些範本中進行選取。您也可以
建立您自己的自訂報表範本，並使其同樣可用。
若要新增自訂報表範本，您必須
❑

建立範本的報表規格 (第539頁)

❑

向 templates.xml 檔案中新增自訂報表範本 (第540頁)

❑

提供範本的圖示 (第540頁)

❑

將自訂範本資訊新增到 Resources.xml 檔案 (第541頁)

附註：在重新安裝或升級 IBM® Cognos® 軟體時，不會移轉與自訂報表範本相關聯的變更。您可能
需要重做上述步驟 (第530頁)。

建立自訂報表範本的報表規格
IBM® Cognos® 軟體中沒有任何範本物件。作為替代，您可以使用任何報表規格作為報表範本。透
過使用 Report Studio、XML 編輯器或文字編輯器，您可以建立自訂報表範本的報表規格。

針對 Report Studio 的步驟
1. 開啟 Report Studio。
2. 建立新報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3. 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轉換為範本]。
4. 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將報表複製到剪貼簿] 以儲存報表規格 XML。
5. 將該報表規格貼至 XML 編輯器或文字編輯器中。
6. 刪除 Report Studio 新增到 XML 檔案且對該範本不必要的以下資訊：
●

report 元素的 xmlns 屬性。

●

report 元素的 template 屬性。

●

query 元素的 name 屬性值。刪除該值，但保留雙引號。

●

page 元素的 name 屬性值。刪除該值，但保留雙引號。

●

list 元素的 refQuery 屬性值。

7. 新增新的 template 元素作為 report 元素的母元素。
8. 為 template 元素新增 name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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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輸入的名稱將在 Report Studio [新報表] 對話方塊中顯示為範本的名稱。
9. 儲存該報表規格。
以下是在 Report Studio 中建立的報表規格初始部分的範例。要刪除的部分以黑體顯示。
<template name="List - corporate">
...
<report xmlns="http://developer.cognos.com/
schemas/report/4.0/" expressionLocale="en" template="true"> <queries>
<query name="Query1">
<source>
<model/>
</source>
<selection/>
</query> </queries>
<layouts>
<layout>
<reportPages>
<page class="pg" name="Page1">
<pageBody
class="pb">
<contents>
<list class="ls" refQuery="Query1">
<style>
<CSS value="border-collapse:collapse"/>
</style>
</list>
.................
</report>
</template>

針對 XML 編輯器或文字編輯器的步驟
1. 在 XML 編輯器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該報表規格。
2. 新增要顯示在範本中的元素。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Developer Guide》。
3. 新增新的 template 元素作為 report 元素的母元素。
您輸入的名稱將在新報表對話方塊中顯示為範本的名稱。
4. 向範本元素新增 name 屬性。
您輸入的名稱將在新報表對話方塊中顯示為範本的名稱。
5. 為 report 元素新增 <modelPath/> 元素。
以下是針對在 "針對 Report Studio 的步驟"(第539頁) 中建立的範本的部分 XML 範例。
<xmlFragment> <template name="List - corporate"> <report> <modelPath/> ... </template>
</xmlFragment>

6. 儲存該報表規格。

向 templates.xml 檔案新增自訂報表範本
templates.xml 檔案包含您在 Report Studio 中建立新報表時可從中進行選取的範本。您必須將自訂報
表範本新增到此檔案中。

步驟
1. 開啟 templates.xml 檔案。
該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pat/res 目錄中。
2. 將自訂報表範本的 XML 代碼複製到檔案中。
template 元素必須是 xmlFragment 元素的子元素。

3. 儲存並關閉檔案。

提供自訂報表範本的圖示
您可以建立要表示自訂報表範本的圖示。新的報表對話方塊中的圖示是 32 x 32 像素的 .gif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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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任何圖形編輯器建立該圖示。

步驟
1. 建立所需的圖示。
2. 將該影像檔案複製到 c10_location/webcontent/pat/images 目錄中。

將自訂範本資訊新增到 Resources.xml 檔案
Resources.xml 檔案定義了 Report Studio 中新報表對話方塊的內容。您必須透過新增表示自訂報表範
本的資訊來修改此檔案。
對於 listItems 元素，新增表示新範本的 listItem 元素。listItem 元素必須具有以下屬性。

屬性

說明

idsLabel

指定參考位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pat/res 目錄中的 Report Studio 字串資源檔案 (例如
reportstudio_en.xml 或 reportstudio_fr.xml) 的 ID，以及顯示在新報表對話方塊中的範本的
標籤。
要將該標籤轉換成其它語言時，使用此屬性。如果不想轉換該標籤，則使用 label 屬
性。

標籤

為顯示在新報表對話方塊中的範本指定標籤。
不想將該標籤翻譯成其它語言時，請將此屬性而不是 idsLabel 屬性用於自訂範本，這
樣就不必使用位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pat/res 目錄中的字串資源檔案，例如
reportstudio_en.xml 或 reportstudio_fr.xml。

圖示

指定位於與範本相關聯的 c10_location/webcontent/pat/images 目錄中的影像檔案。該影像
在新報表對話方塊中顯示為圖示。
將先前建立的影像檔案用於自訂報表範本。

範本名稱 指定自訂報表範本的名稱。

步驟
1. 開啟 Resources.xml。
該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pat/res。
2. 使用以下屬性之一為自訂報表範本新增新的 listItem 元素：
●

label (如果您不希望將標籤轉換成其它語言)

●

idsLabel (如果您希望將標籤轉換成其它語言)

確保 templateName 屬性與為自訂報表範本建立報表規格時指定的屬性相同。
以下為已編輯的 Resources.xml 檔案的範例：
<listView id="New" view="icon" clipLabels="false">
<listItems>
<!-- Start custom
templates-->
<listItem label="List - Corporate" icon="icon_list_corp.gif"
templateName=" List - corporate"/>
<listItem label="Crosstab - 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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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icon_crosstab_corp.gif" templateName="Crosstab - Corporate"/>
<listItem
label="Blank - Corporate" icon="icon_blank_corp.gif" templateName="Blank - Corporate"/>
<!-- End custom templates-->
<listItem idsLabel="IDS_LBL_NEW_BLANK_REPORT"
icon="icon_blank.gif" templateName="Blank"/>
<listItem idsLabel="IDS_LBL_NEW_LIST_REPORT"
icon="icon_list.gif" templateName="List"/>
<listItem idsLabel="IDS_LBL_NEW_CROSSTAB_
REPORT" icon="icon_crosstab.gif" templateName="Crosstab"/>
<listItem idsLabel="IDS_LBL_
NEW_CHART_REPORT" icon="icon_chart.gif" templateName="Chart"/>
<listItem idsLabel="IDS_
LBL_NEW_MAP_REPORT" icon="icon_map.gif" templateName="Map"/>
<listItem idsLabel="IDS_
LBL_NEW_FINANCIAL_REPORT" icon="icon_financial.gif" templateName="Financial"/>
<listItem
idsLabel="IDS_LBL_NEW_REPEATER_REPORT" icon="icon_repeater.gif" templateName="Repeater"/>
<listItem idsLabel="IDS_LBL_NEW_TEMPLATE_RT" icon="icon_template_qs.gif"
templateName="Template_RT"/>
<listItem idsLabel="IDS_LBL_NEW_BROWSE" icon="browse_32x32.
gif" idsTooltip="IDS_TOOLTIP_NEWBROWSE" isBrowse="true"/>
</listItems> </listView>

3. 儲存並關閉檔案。
您現在必須重新啟動 Report Studio，並清除將顯示在 [新報表] 對話方塊中的自訂報表範本的 Web
瀏覽器快取。

變更儀表板中報表物件的樣式
將報表物件拖曳到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中的儀表板上時，該物件以 IBM Cognos BI 伺服器
產品的銀藍色漸層樣式顯示。您可以變更 IBM Cognos Viewer 配置檔案中的全局性質，以使報表物
件以原始編寫樣式顯示。
受全局設定影響的報表物件包括查詢、分析、報表，以及使用 IBM Cognos 1.x 版樣式、8.x 版樣式
和財務 (資產負債表) 樣式編寫的報表部分。即使您在變更全局設定之前儲存這些物件，這些物件
亦會挑選全局設定。只有重新執行縮圖時，儀表板縮圖才會受全局設定影響。
某些報表物件不受全局設定的影響，它們將永遠以編寫樣式顯示，例如 PowerPlay 報表和報表物件
縮圖。

步驟
1. 在安裝 Content Manager 和應用程式層元件的電腦上，前往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
classes。
2. 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viewerconfig.properties。
3. 若要使報表物件以原始編寫樣式顯示，請將 useAuthoredReportStyles 的值變更為 true。
4. 儲存檔案，然後重新啟動服務。

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內容窗格中展開的報表部分中顯示
頁首和頁尾
依預設，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內容窗格內展開的報表部分中的頁首和頁尾是隱藏的。如果
頁首和頁尾中包含您環境中的重要資訊，您可以選擇顯示頁首和頁尾。這是適用於所有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內容窗格頁首和頁尾的全域設定。
如需有關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的資訊，請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第32頁)。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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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任意文字編輯器中開啟檔案 c10_location\dropins\com.ibm.cognos.bux.service.atom_1.0.0\com\ibm\
cognos\bux\service\atom\config.properties。
3. 將以下性質變更為「為真」：
atom.filters.entry.showReportPartsHeaders = 為偽
atom.filters.entry.showReportPartsFooters = 為偽
4. 儲存並關閉 config.properties 檔案。
5.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軟體。
如需有關重新啟動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當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使用者在內容窗格中展開報表部分時，將顯示頁首和頁尾。

在 Analysis Studio 中輸入進階配置設定
進階配置設定可提供附加功能。例如，您可以設定某圖表中作用中區域的最大數目。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4. 在 [配置] 窗格的 [名稱] 下，按一下要配置的伺服器連結。
5. 於 [名稱] 下找到 [ReportService]，然後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性質] 按鈕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名稱。例如，ANS.PageSize。
10. 在 [值] 欄中，鍵入關聯的值。例如，200。
11. 完成參數的指定後，重新啟動伺服器。
下表列出了 Analysis Studio 的進階配置設定，以及其關聯的 [參數] 和 [值] 項目。

進階設定

參數

建議的值

限制交叉資料表列上一次顯示的頁面大小

ANS.PageSize

200

限制交叉資料表欄上一次顯示的頁面大小

ANS.ColumnPageSize

50

檢視有遺漏成員或無法存取成員的使用者介面

ANS.showMissingMemberUI

1

某圖表中作用中區域的最大數目

ANS.MaxChartHotAreas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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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設定

參數

建議的值

啟用基於選取的抑制功能

ANS.EnableSelectionBased
Suppression

1

啟用自動位置計算功能

ANS.EnabledPositionedCalcs

1

根據先前的動作最佳化查詢

ANS.AdaptiveQueryOptimization
Enabled

1

允許變更每個集的預設可見項目計數

ANS.DefaultVisibileItemCount

12

輸出目的逐層分析的預設值

ANS.DefaultOutputPurpose

drill

關閉讓產品隨分析一起儲存使用者所變更欄寬度的功能

ANS.EnableColumnWidthPersist

1

啟用欄寬度後，此參數可控制在最近使用的清單中儲存的已重
新調整大小之欄的最大數目

ANS.PersistColumnWidthMRU

100

附註：使用建議的值調整進階配置設定可能會提高或降低伺服器效能。

544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35：自訂 IBM Cognos 軟體的功能
您可以自訂 IBM® Cognos® 軟體的工作方式以滿足您的特定需求。
IBM Cognos 軟體中的簡報服務可維護基於 XML 的系統配置檔案 (名為 system.xml)，這些檔案用於
自訂產品使用者介面和功能。在開始自訂 IBM Cognos 10.1 版本之前，您可能想要移轉在舊版本
IBM Cognos 中的 system.xml 檔案 (第545頁) 中所做的自訂變更。
您可以實作以下自訂：
●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第546頁)

●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入頁面 (第561頁)

●

自訂 UNIX® 和 Linux® 平台的伺服器端列印 (第567頁)

●

以預覽模式啟動 Query Studio (第568頁)

●

自訂 Query Studio 資料格式 (第568頁)

●

變更 Query Studio 的預設範本 (第573頁)

●

修改 CSV 輸出格式的性質 (第573頁)

●

自動調整選取和搜尋提示的大小 (第577頁)

●

將 in_range 篩選器與字元資料配合使用 (第577頁)

●

修改批次報表服務和報表服務的性質 (第577頁)

●

自訂 SMTP 郵件伺服器上的錯誤處理 (第578頁)

●

在電子郵件中關閉報表附件 (第581頁)

●

在 IBM Lotus® Notes 中顯示附件 (第582頁)

●

關閉對基於觸發器的排程的支援 (第582頁)

●

在伺服器上設定觸發器事件 (第583頁)

●

變更 Excel 2002 試算表的預設副檔名 (第584頁)

●

在以 Excel 2007 格式轉譯的報表中控制「不列印」樣式行為 (第585頁)

如需有關 IBM Cognos 自訂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 IBM Cognos BI 的外觀"(第521頁)。

將 system.xml 檔案升級到 IBM Cognos 10.1 版
IBM® Cognos® 簡報服務支援自動升級 system.xml 檔案。如果在舊版本的 IBM Cognos 中進行了多處
自訂變更，而在 IBM Cognos 10.1 版中手動實作這些變更又非常耗時，則您可以使用這種方法。
System.xml 檔案已升級到 IBM Cognos 相容版本。所有既有 system.xml 參數均可升級到 IBM Cognos
10.1 版。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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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動升級不成功，則 system.xml 檔案不能成功升級，並且伺服器記錄中會產生訊息。如果發
生這種情況，您可以使用 installation_location/templates/ps 目錄中的以下檔案之一執行手動升級：
●

對於 UNIX® 作業系統，請使用 system_upgrade.sh

●

對於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請使用 system_upgrade.bat

附註：作為一般方法，我們建議您使用基於 UTF-8 的 XML 或文字編輯器手動編輯 system.xml 檔
案。

步驟
1. 備份 IBM Cognos 10.1 版的 system.xml 檔案和舊版本 IBM Cognos 中的自訂 system.xml 檔案。
2. 將自訂 system.xml 檔案從安裝目錄複製到 IBM Cognos 10.1 版安裝目錄中的相應目錄。例如，
將 system.xml 檔案從 c10_location/templates/ps 目錄複製到 c10_location/templates/ps 目錄。
附註：您必須複製需要升級的所有 system.xml 檔案。無法分別針對每個檔案重複該程序。
3.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如果自動升級失敗，請依照如下說明進行手動升級：
●

在 Windows 中，開啟 DOS 提示並從 c10_location/templates/ps 目錄中執行 system_upgrade.bat
檔案。

●

在 UNIX 中，從 c10_location/templates/ps 目錄中執行 ./system_upgrade.sh 檔案。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您可以執行以下作業來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

根據群組和角色新增或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 (第546頁)

●

隱藏和關閉 [新 URL] 按鈕 (第551頁)

●

限制使用者可剪下、複製和貼上的項目數 (第551頁)

●

自訂物件動作 (第552頁)

●

限制內容瀏覽 (第555頁)

●

實作自訂歡迎頁面 (第556頁)

●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Viewer 中的報表輸出格式 (第559頁)

●

隱藏使用者帳戶偏好設定中參考的無法存取的標籤 (第561頁)

根據群組和角色新增或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
您可以根據群組和角色成員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介面。使用者是否能夠使用特定
的使用者介面元素，取決於使用者所屬的群組或角色。例如，您可以對某些使用者隱藏偏好設定
和工作室連結，而將連結新增到外部應用程式供其他使用者使用。
若要實作此功能，請執行以下任務：
●

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 (第5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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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使用者介面元素 (第549頁)

●

在 system.xml 檔案中參考所需的群組或角色 (第550頁)

某些使用者介面元素由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Viewer 共用，例如頂部頁首 (m1)。如
果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隱藏這些共用的介面元素，則它們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也將隱
藏。
如需可以隱藏和新增的元素清單，請參閱"使用者介面元素參考清單"(第753頁)。
附註：請務必注意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不同於關閉使用者介面元素。隱藏意味著元素不再可見，
但其功能仍然可用。關閉使用者介面元素意味著元素不可見，並且基礎功能也無法再使用。

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
您可以使用 URL 指令針對特定工作階段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也可以編輯適用的 system.xml 檔案
來永久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
在頁面頁首中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時，這些元素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的其他位置
不會隱藏。例如，Report Studio 可以從歡迎頁面執行，也可以從 h1 頁首中的 [啟動] 功能表執行。
使用 URL 指令隱藏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頁首不會在歡迎頁面中隱藏 Report Studio 連結。

使用 URL 指令
如果希望僅針對目前 IBM Cognos 請求或工作階段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請在瀏覽器中鍵入 URL
指令。您可以使用 URL 指令來隱藏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Viewer 的使用者介面元
素。
IBM Cognos Connection 指令只能附加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URL，而 IBM Cognos Viewer 指令只
能附加到 IBM Cognos Viewer URL。例如，在 IBM Cognos Viewer URL 末尾新增 &ui=t3m4 不會影響
IBM Cognos Connection。
IBM Cognos Viewer 指令不會影響 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介面。例如，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URL 末尾新增 IBM Cognos Viewer 指令 &tb=0 將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但是，IBM Cognos Connection 指令可能會間接影響 IBM Cognos Viewer。例如，隱藏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頂部頁首也將隱藏 IBM Cognos Viewer 中的頁首。
以下範例顯示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頁面中的頁首。

您可以使用 URL 指令隱藏以下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首或頁首的各部分：
●

包括標題 (t1)、[啟動] 功能表 (m1) 以及所有右側頁首選項的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頂部頁首
(h1)。

●

包括諸如 [公共資料夾]、[我的資料夾] 等標籤和自訂頁面 (t3) 的標籤列 (h3)。

●

包括導覽路徑 (t4) 和工具列功能表 (m4) 的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首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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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ystem.xml 檔案
若要隱藏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使用者介面元素的所有實例，您必須修改 system.xml 檔案。
若要隱藏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中的使用者介面元素，請修改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
目錄中的 systm.xml 檔案。若要隱藏包含多個標籤的入口網站頁面和儀表板中的使用者介面元素，
請修改 c10_location/templates/ps 目錄中的 systm.xml 檔案。
修改 system.xml 檔案比使用 URL 指令更為靈活，原因是：
●

您可以隱藏更多使用者介面元素。

●

您可以根據群組和角色中的使用者類型或使用者成員來限制使用者介面元素的外觀。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使用 URL 指令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軟體。
2.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網址方塊並在 URL 的末尾鍵入以下內容：
&ui=user_interface_elements_to_hide
其中 user_interface_elements_to_hide 為 t1、t4、m1、m4、h1、h3 或 h4 中的一項或多項。
例如，鍵入：
&ui=h1m4
對於其餘的使用者工作階段，已隱藏的使用者介面會保持隱藏狀態。
3. 若要復原隱藏的元素，請在 URL 的末尾鍵入 &ui=。

檢視報表時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使用 URL 指令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軟體。
2.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按一下網址方塊並在 URL 末尾鍵入以下內容：
3. ●

若要關閉 IBM Cognos Viewer 工具列，請鍵入：
cv.toolbar=false

●

若要關閉 IBM Cognos Viewer 頁首，請鍵入：
cv.header=false

對於其餘的使用者請求，已隱藏的使用者介面會保持隱藏狀態。

使用 system.xml 檔案的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開啟以下位置之一中的 system.xml 檔案：
●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
使用此目錄中的 system.xml 檔案可隱藏 [公共資料夾] 或 [我的資料夾] 中的使用者介面元
素。

●

c10_location/templates/ps
使用此目錄中的 system.xml 檔案可隱藏包含多個標籤的頁面和儀表板中的使用者介面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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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system> 元素中使用以下語法來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
<param name="ui_hide">

<!--list of user interface elements-->

</param>

例如，使用以下 XML 代碼可隱藏整個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首和工具列中的 [新工作] 按
鈕：
<param name="ui_hide">

<CC_HEADER/>

<CC_TOOLBAR_BUTTONS_newjobDefinition/> </param>

如需有關可以隱藏的所有使用者介面元素的資訊，請參閱"可隱藏的元素"(第753頁)。請確保符
合要隱藏的每個使用者介面元素的大小寫。
4. 透過新增一個或多個群組或角色的 ID 作為 show 屬性的值來指定可檢視隱藏元素的群組或角
色。
按照主題"在 system.xml 檔案中參考所需的群組或角色 "(第550頁) 中的說明使用群組或角色 ID。
使用空格分隔 ID。
範例如下：
<param name="ui_hide">

<CRN_HEADER show="Administrators g1 g2 RSUsers"/> </param>

5. 針對要隱藏的每個元素重複步驟 3 到 4。
6. 儲存該檔案。
7.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提示：system.xml 中只能有一個 <param name="ui_hide"> 元素。因此，必須將要隱藏的所有項目全
部包含在該元素內。

新增使用者介面元素
您可以向 IBM® Cognos® Connection 新增使用者介面元素，以連線到外部應用程式，或修改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功能。您可以根據不同類型的使用者限制這些新使用者介面元素的外觀。
label 和 tooltip 元素的 xml:lang 屬性對應於產生入口網站頁面時所使用的產品區域設置。如果

向 IBM Cognos 軟體新增了產品區域設置，則必須新增標籤和工具提示欄位的翻譯。如果未找到與
產品區域設置相符的標籤或工具提示，則不會顯示任何內容。
由 icon 元素參考的圖形必須存在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ps/portal/images 目錄中。
若要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新增使用者介面元素，您必須修改 system.xml 檔案。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
3. 在 <system> 元素中使用以下語法來新增使用者介面元素：
<param name="ui_add"> <!--list of user interface elements--> </param>

例如，以下 XML 代碼可新增用於在新的瀏覽器視窗中啟動 Google 搜尋的選項。
<param name="ui_add"> <CRN_HEADER_OPTIONS> <item>
<url>http://www.google.com</url>
<target>_blank</target>
<label xml:lang="en">Google</label>
<tooltip xml:
lang="en">Google</tooltip>
<label xml:lang="fr">Google</label>
<tooltip xml:
lang="fr">Google</tooltip>
<label xml:lang="de">Google</label>
<tooltip xml:
lang="de">Google</tooltip>
<label xml:lang="ja">Google</label>
<tooltip xml:
lang="ja">Google</tooltip>
<icon>action_search.gif</icon> </item> </CRN_HEADER_OPTIONS>
</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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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可以新增的所有使用者介面元素的資訊，請參閱"可新增的元素"(第759頁)。請確保符
合要新增的每個使用者介面元素的大小寫。
4. 透過新增一個或多個群組或角色的 ID 作為 show 屬性的值來指定可檢視新介面元素的群組或
角色。
按照主題"在 system.xml 檔案中參考所需的群組或角色 "(第550頁) 中的說明使用 ID。使用空格
分隔 ID。
範例如下：
<param name="ui_add"> <CC_VIEW_TOOLS>
<item show="Administrators RSUsers g1 g2">
<url>http://my_server_url/myApplication</url>
<target>_blank</target>
<label
xml:lang="en">My_label in English</label>
<label xml:lang="fr">My_label in French</label>
<label xml:lang="de">My_label in German</label>
<label xml:lang="ja">My_label in
Japanese</label> </item> </CC_VIEW_TOOLS> </param>

5. 儲存該檔案。
6.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提示：system.xml 中只能有一個 <param name="ui_add"> 元素。因此，必須將要新增的所有項目全
部包含在該元素內。

在 system.xml 檔案中參考所需的群組或角色
開始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介面中實作自訂變更之前，您必須標識您的自訂將依據的
群組或角色。
將關於要使用的群組或角色的參考新增到入口網站 system.xml 檔案中。透過新增 ui_groups 參數並
在該參數內列出所有所需的群組和角色來修改此檔案。每個群組或角色由必須包含唯一 id 屬性
的 group 元素表示。id 屬性的值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群組或角色搜尋路徑中指定。
僅包含要用於隱藏或新增使用者介面元素的群組和角色。群組和角色必須已存在於 IBM Cognos 軟
體中，並可與為您的 IBM Cognos 環境配置的任何名稱環境相關聯。您可以使用預先定義的群組和
角色(第259頁)，也可以使用自訂群組和角色 (第232頁)。
可以使用的預先定義的群組和角色包括：

使用者

ID

說明

Anonymous

Anonymous

系統不會提示其進行驗證而可以存取 IBM Cognos 軟體的使用者

Administrators

Administrators

具有管理權限的使用者

Consumers

Consumers

所有通過驗證的使用者，包括管理員、Query Studio 使用者和 Report
Studio 使用者

Query Studio 使用者

QSUsers

具有 Query Studio 權限的使用者

Report Studio 使用者

RSUsers

具有 Report Studio 權限的使用者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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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
3. 新增名為 ui_groups 的參數，然後執行以下作業：
●

為所需的每個群組或角色新增 group 元素。

●

為每個群組或角色指定唯一的 id 屬性。
這些 ID 區分大小寫。
對於自訂群組或角色，這些 ID 包含的字元數不能超過兩個，且不能包含空格。例如，可
使用以下 ID：a1、b2、Ab、AB。不能使用以下 ID：abc、A 1、a bc。
對於 IBM Cognos 預先定義的群組，請按照上表的說明使用關聯的 ID。

●

為每個群組元素的 id 屬性指定一個值。
提示：若要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尋找 ID，請開啟群組或角色的性質頁面，並在 [一
般] 標籤上按一下 [檢視搜尋路徑、ID 和 URL] 連結。

以下範例顯示了 ui_groups 參數的語法。
<param name="ui_groups"> <group id="g1">xOm5ldyBncm91cHM6dWlHMV9lbg_</group> <group
id="g2">xOm5ldyBncm91cHM6dWlfUjI_</group> <group id="55">xOf5ldyBnc4htcHM6dAlfUjI_</group>
</param>

4. 儲存 system.xml 檔案。
5.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隱藏和關閉 [新 URL] 按鈕
隱藏諸如工具列按鈕等使用者介面元素可以避免使用者介面顯得雜亂無章，但僅執行隱藏不會關
閉使用者介面元素的相關功能。出於安全考慮，如果您要隱藏 [新 URL] 按鈕，最好是將其關閉。
這樣做會隱藏該按鈕，而更重要的是，這樣可避免使用者新增不需要的 URL。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
3. 新增以下參數：
<param name="disableURLObjectCreation">true</param>

4. 儲存 system.xml 檔案。
5.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即已移除 [新 URL] 工具列按鈕，物件建立精靈上的 URL 欄位已關閉，而伺服器處理程式上的
所有 URL 物件建立請求均將被忽略。

限制使用者可以剪下、複製和貼上的項目數
您可以限制使用者可以剪下、複製和貼上的項目數，以提高 IBM® Cognos® 軟體的效能。這將允許
您控制暫存項目佔用的儲存空間，並減少執行剪下、複製和貼上請求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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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以將此限制設定為 50 個項目。如果使用者剪下、複製或貼上的項目數超過 50，則他
們將收到關於最大項目數的訊息。
如需有關其他您可以執行以提高 IBM Cognos 軟體效能的任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調整伺服器效
能"(第140頁)。
若要變更該限制，您必須具有存取安裝 Report Server 的電腦的權限。

步驟
1. 在安裝了 IBM Cognos 軟體的每台電腦上，於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
xml 檔案。
請確保您的編輯器支援以 UTF-8 格式儲存檔案。
2. 找到 maxEditEntries 參數並進行編輯，如下所示：
<param name="maxEditEntries">

50

</param>

3. 儲存 system.xml 檔案。
4.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然後重新啟動。
如需有關停止 IBM Cognos 軟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自訂物件動作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您可以自訂適用於物件 (例如套件、資料夾、URL、工作、查詢報
表或報表視圖) 的動作。例如，如果您的 IBM Cognos 環境不支援建立報表視圖或複製報表，則您
可以從使用者介面中移除與這些選項關聯的動作。
這些動作包括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視圖中的 [動作] 欄中的按鈕，以及按一下 [動作] 欄中的
[更多] 連結後存取的 [執行動作] 頁面中的連結和圖示。
每個物件類別的可自訂動作均在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中的 base-object-actions
元素下指定。若要自訂這些動作，您必須修改此檔案。
您可以對動作執行以下自訂：
●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主視圖中移除動作 (第552頁)

●

從動作頁面中移除動作 (第553頁)

●

新增自訂動作 (第554頁)

●

展現捷徑動作 (第555頁)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主視圖中移除動作
透過刪除或注釋掉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中的 base-object-actions 代碼段中
的動作，您可以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視圖的 [動作] 欄中移除物件動作。
此功能僅適用於 [動作] 欄中提供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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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要移除 [執行動作] 頁面中的動作，但仍將其保留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主視圖中，請
執行"從動作頁面中移除動作"(第553頁) 一節中的步驟，而不要執行以下步驟。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
3. 找到以下 XML 代碼，其描述了適用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物件的動作：
<param name="base-object-actions">

<actions>

...

</actions> </param>

4. 找到您要自訂的物件類別，然後刪除或注釋掉所需的動作。
在以下範例中，將注釋掉使用相關工作室執行報表及檢視報表輸出版本的動作。
<object class="report"> <action name="run_options"/> <!-- action name="edit"/--> <action
name="schedule"/> <action name="run_once"/> <!-- action name="previous_versions"/-->
<action name="run_history"/> <action name="customview"/> <action name="shortcut"/> <action
name="add_alert"/> <action name="remove_all_alerts"/> </object>

因此，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視圖的 [動作] 欄中將不再提供這些針對報表的動作，但仍
可在 [執行動作] 頁面中使用它們。
5. 儲存該檔案。
6.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從動作頁面中移除動作
透過將 exclude 屬性新增至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的 base-object-actions 代
碼段中的適當物件類別，可以從使用者介面中移除 [執行動作] 頁面中提供的動作。
如果您要從該頁面中移除的動作還存在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視圖中的 [動作] 欄中，而您
要從這兩個位置移除該動作，則除執行以下步驟外，還需執行"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主視圖
中移除動作"(第552頁) 一節中的步驟。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
3. 找到以下 XML 代碼，其描述了適用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物件的動作：
<param name="base-object-actions">

<actions>

...

</actions> </param>

4. 在此代碼段中，找到您要移除之動作對應的物件類別。
例如，若要修改報表動作，請找到 <object class="report">。
5. 若要移除物件類別下列出的動作，請將 exclude 屬性新增到該物件節點，如以下範例所示：
<object class="report" exclude="customview"> > <action name="run_options"/> <action
name="edit"/> <action name="schedule"/> <action name="run_once"/> <action name="previous_
versions"/> <action name="run_history"/> <action name="customview"/> <action
name="shortcut"/> <action name="add_alert"/> <action name="remove_all_alerts"/> </object>

該範例從 [執行動作] 頁面中排除了 [建立此報表的報表視圖] 動作。
您可以移除同一物件類別的若干動作，如以下範例所示：
<object class="report" exclude="run_history previous_versions schedule short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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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範例從 [執行動作] 頁面中移除了 [檢視報表輸出版本]、[新時間表] 和 [建立此項目的捷徑]
動作。
附註：已移除的動作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視圖中的 [動作] 欄中可能仍然可用。
6. 儲存 system.xml 檔案。
7.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新增自訂動作
若要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介面中為物件 (例如套件、資料夾、URL、工作定義、查
詢、報表或報表視圖) 新增自訂動作，您必須修改 system.xml 檔案。如果您要針對特定類別的物件
(例如報表) 執行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應用程式，請新增一個自訂動作。您可以將物件的以下性
質傳遞給應用程式：
●

defaultName

●

defaultOutputFormat

●

searchPath

●

uri

●

permissions

●

usage

●

disabled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視圖中，自訂動作圖示顯示在 [更多] 連結的左側。在 [執行動作] 頁面
中，自訂動作顯示在 IBM Cognos 指定動作下。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
3. 找到以下 XML 代碼，其描述了適用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物件的動作：
<param name="base-object-actions">

<actions>

...

</actions> </param>

4. 使用以下語法為要與自訂動作關聯的物件的類別新增自訂動作作為 <object> 元素的子項。
<object> 元素是 <actions> 元素的子項。請注意，需要使用英語工具提示和標籤。
<action name="name" type="custom">
<icon>
icon to show for this element </icon>
<url>
http-encoded URL to execute
</url>
<label xml:lang="en">
link text
</label>
<tooltip xml:lang="en">
tooltip text
</tooltip>
<label xml:
lang="language">
link text
</label> <tooltip xml:lang="language">
tooltip text
</tooltip>
<objProperties encode="encoding">
<property>
property to be
passed to application
</property>
</objProperties> </action>

例如，以下 XML 代碼為報表物件定義了啟動名為 myapp 的 ASP 應用程式的自訂動作。會將
報表的 defaultName 和 searchPath 性質傳遞給該應用程式。
<param name="base-object-actions">
<actions>
...
<object class="report">
...
<action name="showPath" type="custom">
<icon>
action_myaction.gif
</icon>
<url>
/myapp.asp</url>
<label xml:lang="en">
View the search path
</label>
<tooltip xml:lang="en">
View the search path
</tooltip>
<label xml:lang="fr">
Afficher
le chemin d'accès
</label>
<tooltip xml:lang="fr">
Afficher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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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n d'accès
</tooltip>
<property>
defaultName
searchPath
</property>
...
</actions> </param>

<objProperties encode="shift_jis">
</property>
<property>
</objProperties>
</action>
</object>

5. 儲存該檔案。
6.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展現捷徑動作
捷徑動作為使用者提供了為某種類別的物件建立捷徑的功能。依預設，捷徑動作顯示在 [執行動
作] 頁面上。
若要將某種類別的物件 (例如報表) 的捷徑動作新增到 IBM® Cognos® 主頁面中，您必須修改 system.xml
檔案。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
3. 找到以下 XML 代碼，其描述了適用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物件的動作：
<param name="base-object-actions">

<actions>

...

</actions> </param>

4. 將以下 XML 代碼行新增到該類別的物件的動作：
<action name="shortcut" visible="main"/>

例如，以下 XML 代碼會將捷徑動作包括在資料夾動作中：
<param name="base-object-actions">
<actions>
...
<action name="shortcut" visible="main"/>
</object>

<object class="folder">
...
</actions> </param>

5. 儲存該檔案。
6.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現在，捷徑圖示

將顯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視圖中 [動作] 欄中的 [更多] 連結的左側。

限制內容瀏覽
依預設，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Query Studio 使用者可以從根 content 資料夾 (/content) 開始瀏
覽 [公共資料夾]。您可能需要限制使用者可以瀏覽的資料夾。
使用 URL 介面，您可以針對指定工作階段將根 content 資料夾設定為任意路徑 (第556頁)；使用
system.xml 檔案，您可以針對所有工作階段將根 content 資料夾設定為任意路徑 (第556頁)。第二種
選項不會限制管理員對內容的瀏覽。
指定根資料夾而不是根 content 資料夾的後果如下：
●

內容導覽將僅限於指定的根資料夾及其子資料夾。

●

性質對話方塊中的位置性質將顯示從指定的根資料夾開始的路徑。

●

使用者建立新內容時，目標資料夾的選擇將僅限於指定的根資料夾及其子資料夾。

限制內容導覽不會影響管理功能 (例如時間表管理)，也不會影響 IBM Cognos 工作室 (Query Studio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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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內容導覽不是一種增強安全性的方法。必須使用 IBM Cognos 安全性來控制對資料夾的存取。

使用 URL 指令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軟體。
2. 按一下網址方塊，並刪除由 &m_path 指定的任何路徑參數。
如果您不移除這些路徑參數，它們會覆蓋根資料夾設定。
3. 在 URL 的末尾鍵入以下內容：
&m_root=url-encoded search path
例如，如果您要限制對 Go 銷售套件的瀏覽，請隱藏標籤列、工具列和標準 IBM Cognos 頁首
選項，並鍵入以下內容：
&m_root=%2Fcontent%2Fpackage%5B%40name%3D’GO%20Sales’%5D&ui=m1h3m4

使用 system.xml 檔案的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system.xml 檔案。
3. 按以下方式修改 <param name="consumer-root"> 行：
<param name="consumer-root">search path</param>

例如，鍵入以下內容，以將根資料夾設定為在名為 Pack1 的套件中名為 Folder1 的資料夾。
<param name="consumer-root">
param>

/content/package[@name='Pack1']/folder[@name='Folder1']</

4. 儲存該檔案。
5.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實作自訂歡迎頁面
您可以建立一個自訂歡迎頁面，並將 IBM® Cognos® Connection 配置為使用該頁面而非由 IBM Cognos
軟體提供的預設頁面。
該自訂歡迎頁面可以是任意類型的瀏覽器頁面，例如 .html、.asp 或 .jsp。若要提供區分區域設置和
樣式的歡迎頁面，您必須針對每種語言和樣式單獨建立一個頁面(第477頁)。
建立自訂歡迎頁面時，您可以重複使用預設歡迎頁面中的某些元素來簡化您的工作 (第556頁)。
建立頁面後，請配置 Web 伺服器和應用程式伺服器以展現新的歡迎頁面 (第557頁)，並配置 IBM
Cognos Connection，使其使用該頁面 (第558頁)。

重複使用預設歡迎頁面中的元素
IBM® Cognos® 歡迎頁面中某些元素實作起來可能比較困難，尤其是登入連結和指向各工作室的連
結。為了簡化工作，您可以重複使用預設歡迎頁面中的這些元素。您可以使用透過 iFrame 和框架
等元素參考歡迎頁面的僅含連結部分的內容來建立頁面。
僅含連結頁面的外觀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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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變更背景色彩，請修改與所使用樣式關聯的 default.css 檔案中的 welcomeToolPanel 參數。 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範例 - 自訂預設歡迎頁面"(第530頁)。

步驟
1. 在文字編輯器 (例如記事本) 中，在頁面 URL 中使用以下參數鍵入頁面的代碼。

參數

值

說明

basewelcome

yes

此必選參數將顯示僅包含連結的預設歡迎頁面。

no
wtarget

top

此可選參數指定連結在自訂歡迎頁面中的顯示位置。

parent

如果您希望連結顯示在同一框架中，請勿包括此參數。

self (預設)
以下 URL 顯示僅含連結的預設歡迎頁面：
http://localhost/ibmcognos/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welcome/welcome.
xts&basewelcome=yes&wtarget=top

例如，如果您要建立僅包含一個使用僅含連結頁面的 iFrame 的自訂歡迎頁面，則該頁面的來
源代碼可為：
<html> <head></head> <body> <iframe width="100%" height="100%" src="http://localhost/
ibmcognos/cgi-bin/cognos.cgi?b_action=cognosViewer&m=portal/welcome/welcome.
xts&basewelcome=yes&wtarget=top"/> </body> </html>

2. 儲存該檔案。

建立所需目錄
建立自訂歡迎頁面後，必須將其儲存在 IBM® Cognos® 軟體可存取的目錄中。建議您將該檔案放置
在不同於 IBM Cognos 安裝目錄的目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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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將頁面建立為一組 HTML 頁面，您可以為您的自訂歡迎頁面設定一個虛擬目。例如，您可
以在 c10_location\my_welcome (其中 my_welcome 是自訂歡迎頁面的位置) 中建立 my_welcome 虛擬
目錄，並授予該目錄的讀取權限。
設定虛擬目錄後，您可以將自訂歡迎頁面儲存在其中。如果針對其他區域設置和樣式建立自訂頁
面，則您必須針對每個區域設置和樣式建立目錄。這些目錄必須根據樣式和區域設置進行命名。
例如，如果要提供針對所有預先定義的樣式的英語、法語、德語和日語區域設置的自訂歡迎頁面，
則必須針對 en、fr、de 和 ja 區域設置中的每一個都建立以下目錄結構 (其中 my_welcome 是虛擬目
錄)，然後將各個自訂歡迎頁面複製到適當的目錄中。
●

my_welcome/locale/business

●

my_welcome/locale/classic

●

my_welcome/locale/contemporary

●

my_welcome/locale/corporate

●

my_welcome/locale/modern

●

my_welcome/locale/presentation

如需有關設定虛擬目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配置 IBM Cognos Connection，使其使用自訂歡迎頁面
您可以將 welcomeURLOverride 參數新增到位於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 目錄中的 system.xml 檔
案，從而將 IBM® Cognos® Connection 配置為使用自訂歡迎頁面。
welcomeURLOverride 參數會覆蓋預設歡迎頁面 URL。根據自訂歡迎頁面的位置，可將 URL 指定為

相對路徑或絕對路徑。
附註：路徑名稱在 UNIX® 作業系統上區分大小寫。

區域設置和樣式注意事項
如果您要實作區分樣式和區域設置的自訂歡迎頁面，則頁面 URL 必須將展現的取代參數用於區域
設置和樣式。這些參數為 %LOCALE% 和 %STYLE%。在處理 URL 時，產品區域設置將取代 %LOCALE%，
使用者目前選取的樣式將取代 %STYLE%。
例如，如果產品語言為英語且樣式為 Corporate，則 welcomeURLOverride 參數如下：
<param name= "welcomeURLOverride">/ibmcognos/my_welcome/%LOCLAE%/%STYLE%/customwel.htm <param>

在處理 URL 時，en 將取代 %LOCALE% 參數，Corporate 將取代 %STYLE% 參數。此例的 URL 如下所示：
/ibmcognos/my_welcome/en/Corporate/customwel.htm

如果產品區域設置已設定為法語且樣式已設定為 Classic，則 URL 將如下所示：
/ibmcognos/my_welcome/fr/Classic/customwel.htm

步驟
1. 從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 目錄中開啟 system.xml 檔案。
2. 向該檔案中新增 welcomeURLOverride 參數，其中 customwel.htm 是自訂歡迎頁面。
如果使用相對路徑，則語法為：
<param name="welcomeURLOverride">/ibmcognos/customwel.htm </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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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絕對路徑，則語法為：
<param name="welcomeURLOverride">http://.../customwel.htm </param>

如果歡迎頁面支援不同的區域設置和樣式，並且您使用了相對路徑，則語法為：
<param name="welcomeURLOverride">/ibmcognos/my_welcome/%LOCALE%/%STYLE%/customwel.htm <param>

3. 儲存並關閉 system.xml 檔案。
4. 重新整理 IBM Cognos Connection。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Viewer 中的報表輸出格式
您可以指定使用者在檢視報表時可以使用的格式。例如，您可能想要阻止使用者以 Excel 格式匯
出報表。
使用者可以使用的報表格式顯示在使用者偏好設定中(第283頁)。
報表格式由 system.xml 檔案 (位於 c10_location/templates/ps 目錄中) 中的 reportFormats 參數的 format
元素控制。
format 元素具有以下屬性：

屬性

值

說明

id

報表輸出格式。

指定支援的報表格式。

例如 HTML 或 PDF

該屬性無法修改。

ie
safari

排除應在其中對使用者隱藏報表格式的網頁瀏
覽器。

moz

您可以修改此屬性。

browserHide

other
downloadable

appMode

extension

true

指定下載支援。

false

您可以修改此屬性。

basic - 基本執行選項和偏好設定

指定必須支援該報表格式的 IBM® Cognos® 軟體

adv - 進階執行選項和排程

功能。

rv - 報表檢視選項

您可以修改此屬性。

副檔名值

可選屬性，指定輸出格式的副檔名。該屬性用
於控制下載功能。

例如 .xls
mime

cafaction

Mime 值。
例如 application/vnd.ms-excel/

可選屬性，指定 MIME 類型。該屬性用於控制
下載功能。

true

指定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設定。

false

該屬性無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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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由於 format 元素設定可用於控制對輸出格式的存取，因此該設定可以影響對先前儲存報表
的存取方式。例如，如果某報表以 PDF 格式儲存，當管理員選擇讓 PDF 格式不可用時，使用者將
無法檢視儲存的報表。
下面的範例顯示了如何從可用格式選項清單中移除 CSV 格式 (例如，在設定個人偏好設定或排程
報表時)，而仍然允許使用者存取入口網站中已儲存的 CSV 輸出。
<format id="CSV" browserHide="" downloadable="true" appMode="" extension="csv"/>

下面的範例顯示了如何完全隱藏報表輸出。
<!--<format id="CSV" browserHide="" downloadable="true" appMode="" extension="csv"/> -->

步驟
1. 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 目錄中的 system.xml 檔案。
2. 在以下代碼中，移除或注釋掉與要關閉的報表格式關聯的 format 元素。
<param name="reportFormats"> <!-- Comments -->
<format id="HTML" browserHide=""
downloadable="false" appMode="basic adv rv"/> <format id="XHTML" browserHide=""
downloadable="false" appMode="adv"/> <format id="HTMLFragment" browserHide=""
downloadable="false" appMode="adv"/> <format id="PDF" browserHide="" downloadable="true"
appMode="basic adv rv" extension="pdf"/> --> <format id="spreadsheetML" browserHide="safari"
downloadable="true" appMode="basic adv rv" extension="xlsx"/> <format id="XLWA"
browserHide="safari" downloadable="true" appMode="basic adv rv" extension="xls"
mime="application/vnd.ms-excel"/> <format id="singleXLS" browserHide="safari"
downloadable="true" appMode="basic adv rv" extension="xls"/> <format id="XLS"
browserHide="safari moz other" downloadable="false" appMode="basic adv rv" cafaction="true"/>
<format id="CSV" browserHide="" downloadable="true" appMode="basic adv rv" extension="csv"/>
<format id="XML" browserHide="" downloadable="true" appMode="basic adv rv" extension="xml"/>
</param>

以下範例顯示如何關閉 PDF 格式：
<!-- <format id="PDF" browserHide="" downloadable="true" appMode="basic adv rv"/> -->

以下範例顯示如何透過刪除 adv 屬性來關閉對進階執行選項和排程的 CSV 格式的支援：
<format id="CSV" browserHide="" downloadable="true" appMode="basic rv"/>

3. 儲存 system.xml 檔案。
4.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請注意，您在 system.xml 檔案中指定的配置設定只會套用至包括入口網站、入口網站管理和 IBM
Cognos Viewer 的簡報服務。這些設定不會套用至 Report Server。

配置文件查詢表
文件格式查詢表用於在下載文件物件時查詢副檔名。大多數瀏覽器都需要使用副檔名來確定用於
開啟檔案的程式。如果所下載檔案的名稱不以預期的副檔名結尾，則入口網站將根據文件查詢表
(包含在 system.xml 檔案中) 附加一個副檔名。
以下範例顯示了文件格式代碼：
<param name="documentFormats"> <format extension="doc" id="application/vnd.coc-wd"/> <format
extension="xls" id="application/vnd.coc-xl"/> <format extension="ppt" id="application/vnd.
coc-pp"/> <format extension="xlsx" id="application/vnd.openxmlformats-officedocument.
spreadsheet.sheet"/> <format extension="pptx" id="application/vnd.openxmlformats-officedocument.
presentationml.presentation"/> <format extension="docx" id="application/vnd.openxmlformatsofficedocument.wordprocessingml.document"/> </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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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使用者帳戶偏好設定中參考的無法存取的標籤
依預設，IBM® Cognos® Connection 會顯示在使用者帳戶偏好設定中參考的所有標籤，不論使用者
是否擁有對關聯頁面的存取權限。使用者無法存取的標籤會被標記出來，並且按一下此類標籤時
會顯示訊息。
您可以變更此功能，以便使用者只能看到他們有權存取的標籤。

步驟
1. 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 目錄中的 system.xml 檔案。
2. 找到 hideInaccessibleTabs 參數並將其值變更為 true。
3. 儲存 system.xml 檔案。
4.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這些標籤不會顯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主視圖中，但仍會在使用者的 [我的偏好設定] > [入口
標籤] 頁面中列出。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入頁面
您可以透過將預先定義的巨集、使用者介面元素名稱、JavaScript™ 和 CSS 類別新增到 Gateway 電
腦上的登入範本中，來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入頁面。自訂可以包括對登入頁面的文字、
影像和整體外觀的變更。例如，您可以提供雙語訊息、根據所存取的 Gateway 建立不同的登入頁
面外觀，或者在使用者登出時將其重導至特定網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以下主題：
●

"登入頁面"(第561頁)

●

"設定和配置登入頁面"(第562頁)

●

"自訂登入頁面"(第563頁)

●

"當使用者登出時將其重導至特定網站"(第567頁)

●

"範例"(第567頁)

登入頁面
預設登入頁面有三個部分：頁首、提示和頁尾。每個部分以及其中的所有元素 (如果存在) 都可以
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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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首部分
(CL_HEADER)

提示部分
(CL_PROMPT)

頁尾部分
(CL_FOOTER)

您可以使用範本來組合與自訂登入頁面。範本指定顯示在登入頁面中的部分，並允許您自訂各部
分中的元素，例如輸入欄位。您還可以透過修改既有的 CSS 類別來修改登入頁面的樣式。
如需有關設定登入範本的資訊，請參閱"設定和配置登入頁面"(第562頁)。
如需有關自訂登入頁面的資訊，請參閱"自訂登入頁面"(第563頁)。

設定和配置登入頁面
若要設定和配置登入頁面，您必須
●

建立登入範本檔案
範本檔案是您自訂登入頁面的地方。您可以建立區分區域設置的範本檔案。如果需要區分區
域設置的範本，您必須為每個區域設置建立一個範本檔案。
可以為每個 Gateway 安裝建立一個範本檔案。

●

啟用自訂登入

執行時，如果啟用了自訂登入，IBM® Cognos® Connection 會在 <installation_location>/webcontent/ps/
login 目錄中搜尋以下內容以尋找範本：
●

由 system.xml 檔案中指定的 base-template-name 參數命名的範本檔案

●

工作階段產品區域設置

●

.xhtml 副檔名

建立登入範本檔案和區分區域設置的範本檔案的步驟
1. 使用 .xhtml 作為副檔名建立一個範本檔案，並將其新增至 <installation_location>/webcontent/ps/
login 目錄。例如，myGateway1Template.xhtml。

562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35：自訂 IBM Cognos 軟體的功能
2. (可選) 透過將區域設置識別碼附加到範本檔名來建立區分區域設置的範本。例如，
myGateway1Template_en.xhtml 包含「en」區域設置識別碼。若要支援英語和法語，您必須建立
以下範本檔案：
myGateway1Template_en.xhtml
myGateway1Template_fr.xhtml
執行時，自訂 JavaScript 引擎會使用作用中的工作階段區域設置搜尋相應的範本。如果找不到
範本，登入頁面將採用預設的基本登入頁面。

啟用自訂登入的步驟
●

將位於安裝簡報服務的伺服器上的 system.xml 檔案 (例如 <installation_location>/templates/ps 目錄
中的 system.xml 檔案) 中的 custom-auth 參數設定為「true」。依照如下方式設定該參數：
<param name="custom-auth"> <logon enabled="true">
base-template-name> </logon> </param>

<base-template-name>myGateway1Template</

參數 base-template-name 指定在執行時使用的自訂範本的名稱，副檔名預期為 .xhtml。

自訂登入頁面
您可以使用預先定義的巨集 (第563頁)、使用者介面元素名稱 (第563頁)、JavaScript (第566頁) 和 CSS
類別 (第565頁)，來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入頁面。
開始使用這些方法自訂登入頁面之前，您必須先設定並啟用一個登入頁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設定和配置登入頁面"(第562頁)。

內容巨集
使用內容巨集建置您的登入頁面。只需使用以下三個內容巨集即可建立一個基本的登入頁面：CL_
HEADER、CL_PROMPT 和 CL_FOOTER。將巨集新增到登入範本中，如下所示：
<%CL_HEADER%> <%CL_PROMPT%> <%CL_FOOTER%>

請注意，內容巨集並非必選項。如果在範本中沒有指定某巨集，則不會將與該巨集關聯的內容新
增到登入頁面中。例如，如果範本指定了 CL_HEADER 和 CL_PROMPT，但未指定 CL_FOOTER，
則登入頁面中不會包含頁尾。或者，您也可以自行新增頁尾。
如果您建立一個自訂登入頁面，但找不到定義自訂的登入範本，則登入頁面將採用預設的基本登
入頁面。

使用者介面元素名稱
使用者介面元素可標識登入頁面的各個部分，包括某個部分中的輸入欄位和標題 (如果存在)。每
個使用者介面元素都可以自訂。
您可以使用參考元素的使用者介面元素名稱來自訂各個使用者介面元素。例如，若要自訂名稱環
境標籤，以便使用雙語文字取代標準文字，您可以使用範本中的使用者介面元素名稱 %CL_PROMPT_
namespace_label% 來編輯名稱環境標籤元素，如下所示：
<div id="%CL_PROMPT_namespace_label%">Namespace / Espace-noms:</div>

以下是可用的使用者介面元素名稱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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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名稱

說明

%CL_HEADER%

在範本中插入頁首部分
用途：內容

%CL_PROMPT%

在範本中插入提示部分
用途：內容

%CL_FOOTER%

在範本中插入頁尾部分
用途：內容

%CL_PROMPT_namespace_label%

參考名稱環境標籤輸入欄位
用途：提示標籤

%CL_PROMPT_username_label%

參考使用者名稱標籤輸入欄位
用途：提示標籤

%CL_PROMPT_password_label%

參考密碼標籤輸入欄位
用途：提示標籤

%CL_PROMPT_oldPassword_label%

參考舊密碼標籤輸入欄位
用途：提示標籤

%CL_PROMPT_newPassword_label%

參考新密碼標籤輸入欄位
用途：提示標籤

%CL_PROMPT_newPasswordConfirm_label%

參考新密碼確認輸入欄位
用途：提示標籤

%CL_PROMPT_selectNamespace_caption%

參考「選取名稱環境」資訊訊息
用途：提示內容訊息

%CL_PROMPT_enterCredentials_caption%

參考「輸入使用者的憑證」資訊訊息
用途：提示內容訊息

%CL_PROMPT_badCredentialsEntered_caption%

參考「錯誤憑證」錯誤訊息
用途：提示內容訊息

%CL_PROMPT_passwordExpiry_caption%

參考「密碼已過期」資訊訊息
用途：提示內容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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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名稱

說明

%CL_PROMPT_general_caption%

參考一般資訊或錯誤訊息
用途：提示內容訊息

取代語法
您可以使用 html「div」語法覆蓋使用者介面元素並指定取代內容。執行時，「div」定義的內容將
取代目標部分。
以下是使用「div」語法取代簡單文字的一個範例：
<div id="%CL_PROMPT_namespace_label%">Namespace / Espace-noms:</div>

以下是可使影像顯示在自訂訊息旁邊的一個 html 代碼片段範例：
<div id="%CL_PROMPT_newPasswordConfirm_label%">
<span>Confirm new password / Confirmez
le nouveau mot de passe:</span>
<img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src=_u46 ?./ps/portal/
images/state_warning_lrg.gif"/></div

CSS 樣式
登入頁面中的每個可自訂使用者介面元素都具有一個關聯的 CSS 樣式，您可以用它來變更元素的
外觀。這些樣式位於 styles.css 檔案中，該檔案位於 <installation_location>/webcontent/ps/login 資料夾
中。
以下是可用 CSS 樣式的清單：

CSS 類別名稱

說明

.loginHeader

設定頁首容器的樣式

.loginHeaderTitle

設定頁首中標題的樣式

.loginHeaderLink

設定頁首中的使用者介面部分的樣式

.loginHeaderLinkAnchor

設定頁首中連結的樣式

.loginHeaderButton

設定頁首中按鈕的樣式

.loginHeaderButtonOver

設定當游標懸停於其上時頁首中按鈕顯示的樣式

.loginPrompt

設定提示容器的樣式

.loginPromptCaption

設定提示本文中標題訊息的樣式

.loginPromptInputLabel

設定提示輸入標籤的樣式

.loginPromptInputText

設定提示輸入的樣式

.loginPromptInputStaticText

設定提示中靜態 (唯讀) 文字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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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類別名稱

說明

.loginFooter

設定頁尾容器的樣式

.loginFooterButton

設定頁尾中按鈕的樣式

.loginFooterButtonOver

設定當游標懸停於其上時頁尾中按鈕顯示的樣式

範例 - 自訂提示標題
您要將提示標題中的文字指定為粗體和紅色。若要實現此目的，您必須按照如下方式在 styles.css
檔案中設定 loginPromptCaption 類別名稱：
.loginPromptCaption {
font-weight bold
color:

#FF0000;

}

JavaScript
您可以使用 JavaScript™ 函數在登入頁面中呼叫特定的動作。這些動作包括 OK、Cancel、Help、Close
和 getLocale。使用 JavaScript 函數，您可以忽略處理動作 (例如 OK 和 Cancel 函數) 的標準頁尾，並
將其取代為您自己的使用者介面實作。以下是 OK 和 Cancel 動作的一些範例自訂：
<a onclick="javascript: executeOKCommand();" href="#">Signin</a>
<a onclick="javascript: executeCancelCommand();" href="#">Goback</a>

以下是可用的 JavaScript 函數清單：

函數

說明

getLocale()

傳回作用中的產品區域設置

executeOKCommand()

處理按一下 [確定] 按鈕時的動作

executeCancelCommand()

處理按一下 [取消] 按鈕時的動作

executeCloseCommand()

處理按一下 [關閉] 按鈕時的動作

executeHelpCommand()

處理按一下 [說明] 按鈕時的動作

Customize JavaScript 函數
使用名為 customize 的 JavaScript 函數可指定在處理順序中最後發生的其他自訂。例如，以下範例
中的 customize() 代碼可以定義一個在所有其他自訂都執行之後執行的自訂：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function customize() {

// customizing JS code } </script>

可以將 JavaScript 函數 customize 新增到登入範本中的任何位置 (第5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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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登出時將其重導至特定網站
當使用者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出時，您可以透過指定一個重導 URL，將其重導至您選擇
的網站。出於安全考慮，該 URL 必須位於已在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軟體註冊的網域中。

步驟
1. 編輯位於 <installation_location>/templates/ps 目錄中的 system.xml 檔案，並使用 <redirect-url>
</redirect-url> 參數指定用於重導的 URL。例如，
<param name="custom-auth"> <logoff enabled="true">
redirect-url></logoff> </param>

<redirect-url>http://www.google.com</

2.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元件中，註冊用於重導的 URL 的網域。使用位於 [安全性] >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下的 [有效的網域或主機] 性質指定網域名稱。
請注意，如果已啟用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而指定的 URL 使用未註冊的網域，則
IBM Cognos Connection 在登出時將傳回錯誤頁面。

範例
為了展示一些典型的登入頁面自訂，我們為您提供了多個範例。您可以利用這些範例來幫助自己
進行自訂。
若要檢視這些範例，請參見 <installation_location>/webcontent/ps/login/samples 資料夾。以下是所提供
的範例清單：
●

Sample1 展示了如何向登入頁面新增簡單訊息。

●

Sample2 展示了如何呼叫公共 JavaScript™ 函數來處理確定和取消動作。因此，您可以忽略標準
[確定] 和 [取消] 按鈕並轉譯您自己的按鈕。本範例還展示了如何在登入頁面的末尾新增雙語
註腳。

●

Sample3 展示了如何使用自訂雙語訊息取代標準登入名稱和訊息。它還展示了如何向登入頁面
新增背景影像。

●

Sample4 展示了如何為登入頁面轉譯開箱即用 IBM 外觀。

自訂 UNIX 和 Linux 平台的伺服器端列印
IBM®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處理伺服器列印的方式會根據平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
您可以透過配置 rsprintpdf.sh 檔案來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處理 UNIX® 和 Linux® 平
台的 PDF 格式報表列印的方式。
如果使用者選取 [用選項執行]，將 [格式] 變更為 PDF，選取 [傳送] 區段中的 [列印報表]，然後透
過 [進階選項] 指定執行報表的其他格式 (例如，橫向列印方向、A4 紙張大小或時間和模式)，則當
列印至 UNIX 或 Linux 列印伺服器時可能會發生問題。可能無法產生輸出，或者輸出可能被裁切
或以不正確的方向顯示。
不得為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列印伺服器配置 rsprintpdf.sh 檔案。

步驟
1. 開啟位於 c10_location/bin 目錄中的 rsprintpdf.sh 檔案。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567

章節35：自訂 IBM Cognos 軟體的功能
2. 在文字編輯器中，自訂特定於您的列印伺服器平台 (例如 AIX®、HP-UX 或 Linux) 的部分。
3. 使用以下資訊進行自訂。伺服器程序會將該資訊作為指令行選項傳遞給 rsprintpdf.sh 指令碼。

選項

名稱

說明

-p

印表機

指定列印佇列。如果未指定列印佇列，則使用預設佇列。

-o

方向

指定檔案的頁面方向，例如，橫向或直向。如果未指定方向，則使用直向方向。

-m

媒體

指定輸出的媒體大小，例如，Letter 或 A4 紙張大小。如果未指定媒體或者高度或寬度，
則使用預設紙匣。

-h

高度

用於自訂頁面大小。指定頁面高度 (以點為單位)。僅當使用 -w 選項且不使用 -m 選項
時，該選項才有效。

-w

寬度

用於自訂頁面大小。指定頁面寬度 (以點為單位)。僅當使用 -h 選項且不使用 -m 選項
時，該選項才有效。

-L

記錄檔

指定用於記錄錯誤訊息的使用者指定檔案的路徑。記錄檔的預設檔名為 rsprintpdf.errors.
log。

4. 提示：請保留 rsprintpdf.sh 檔案的副本，以防止其在將來升級軟體時被覆寫。

以預覽模式啟動 Query Studio
您可以將 Query Studio 配置為以預覽模式啟動。然後，使用者便可以建立或修改報表，而不用從資
料庫中擷取實際資料。相反，將顯示模擬資料。
如果稍後升級 IBM® Cognos® 軟體，則必須重新套用此配置。

步驟
1.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停止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2. 將 c10_location\templates\ps\async\system.xml.sample 檔案重新命名為 system.xml。
提示：若要復原一般模式，請將 c10_location\templates\ps\async\system.xml 檔案重新命名為
system.xml.sample。
3.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啟動 IBM Cognos 軟體。

為 Query Studio 自訂資料格式
您可以在 Query Studio 中自訂可用於選取的資料格式。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cogformat.xml 檔案
中定義了下表中列出的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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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格式

範例

XML 代碼

日期

19/12/03

formatList name = qsdates

December 19, 2003
時間

11:05 PM

formatList name = qstimes

23:05
日期和時間

19/12/03 13:30

formatList name = qsdatetimes

Dec 19, 03 1:30 PM
時間間隔

Days

formatList name = qsintervals

Seconds
Milliseconds
負數

-29

formatList name = qsnegatives

(29)
小數字元

1.23

formatList name = rsnumberinput

1,23
透過修改 cogformat.xml 檔案，您可以變更資料格式在 Query Studio 中顯示的順序。您還可以變更
在 Query Studio 中顯示的文字字串，或刪除資料格式。
如果 Query Studio 中未提供您想要使用的資料格式，則可以將它們新增到該檔案中。
附註：如果升級到 IBM® Cognos® 軟體的新版本，您對 cogformat.xml 檔案所做的變更不會反映到新
版本的檔案中。請在升級前備份該檔案，然後使用已變更的版本取代新版本。

修改 cogformat.xml 檔案
若要修改 cogformat.xml 檔案，請執行以下步驟：

步驟
1. 備份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cogformat.xml 檔案。
2.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3.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ogformat.xml 檔案。
4. 根據需要進行變更：
●

"變更資料格式的順序"(第570頁)

●

"變更文字字串"(第570頁)

●

"移除資料格式"(第571頁)

●

"將資料格式新增到區域設置"(第571頁)

●

"為新區域設置新增資料格式"(第5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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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儲存該檔案。
6. 測試該檔案。
7.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已實作對 cogformat.xml 檔案所做的變更。

變更資料格式的順序
您可以修改 cogformat.xml 檔案以變更資料格式在 Query Studio 中顯示的順序。例如，在您的區域
設置中，日期可能按以下順序顯示：
●

19/12/03

●

19-Dec-03

●

December 19, 2003

●

Friday, December 19, 2003

如果使用者最有可能選擇最後一種日期格式，則您可能希望使其顯示在日期清單中的第一位。

步驟
1. 在 cogformat.xml 檔案中，找到您要修改的區域設置對應的資料格式。例如，以下 XML 代碼定
義了 en-CA (加拿大英語) 區域設置對應的日期格式的順序：
... <formatList name="qsdates" xml:lang="en-CA"> <dateFormat dateStyle="short">19/12/03</
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medium">19-Dec-03</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long">December 19, 2003</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full">Friday,
December 19, 2003</dateFormat> </formatList> ...

2. 若要變更資料格式在 Query Studio 中顯示的順序，請重新安排該代碼的順序。例如，要使 Friday,
December 19, 2003 顯示為第一個日期格式，請按如下所示變更 XML 代碼：
... <formatList name="qsdates" xml:lang="en-CA">
<dateFormat dateStyle="full">Friday,
December 19, 2003</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short">19/12/03</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medium">19-Dec-03</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long">December
19, 2003</dateFormat> </formatList> ...

現在，日期在 Query Studio 中按如下順序顯示：
●

Friday, December 19, 2003

●

19/12/03

●

19-Dec-03

●

December 19, 2003

變更文字字串
您可以修改 cogformat.xml 檔案，以變更 Query Studio 中顯示的文字字串。例如，在您的區域設置
中，日期可能顯示如下：
19/12/03
19-Dec-03
December 19, 2003
Friday, December 1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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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組織使用標準日期格式「19/12/03」，則您可以將 Query Studio 中顯示的文字變更為
「Corporate Standard (19/12/03)」。

步驟
1. 在 cogformat.xml 檔案中，找到您要修改的區域設置對應的日期格式。例如，以下 XML 代碼定
義了 en-CA (加拿大英語) 區域設置對應的日期格式的文字字串：
... <formatList name="qsdates" xml:lang="en-CA"> <dateFormat dateStyle="short">19/12/03</
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medium">19-Dec-03</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long">December 19, 2003</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full">Friday,
December 19, 2003</dateFormat> </formatList> ...

2. 若要變更資料格式的文字字串，請在 XML 代碼中對其進行編輯。例如，按如下所示變更該格
式的文字字串：
<dateFormat dateStyle="short">Corporate Standard (19/12/03)</dateFormat>

日期現在顯示如下：
●

Corporate Standard (19/12/03)

●

19-Dec-03

●

December 19, 2003

●

Friday, December 19, 2003

移除資料格式
您可以修改 cogformat.xml 檔案以移除資料格式。例如，您可能不想向使用者顯示所有可用的間隔
格式。

步驟
1. 在 cogformat.xml 檔案中，找到您要修改的區域設置對應的資料格式。例如，以下 XML 代碼定
義了 en-CA (加拿大英語) 區域設置對應的時間間隔格式：
... <formatList name="qsintervals" xml:lang="en-ca"> <intervalFormat units="days">2 days</
intervalFormat>
<intervalFormat>1 day 23 hours 45 minutes 12 seconds 345 milliseconds</
intervalFormat> <intervalFormat units="time" showSeconds="false">1 23:45</intervalFormat>
<intervalFormat units="time" showMilliseconds="false">1 23:45:12</intervalFormat>
</formatList> ...

2. 若要移除間隔格式，請移除關聯的 XML 代碼行。例如，若要移除可用間隔格式 milliseconds，
請移除以下行：
<intervalFormat units="time" showMilliseconds="false">1 23:45:12</intervalFormat>

附註：如需有關移除區域設置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將資料格式新增到區域設置
您可以修改 cogformat.xml 檔案以新增資料格式。例如，您可能要為區域設置新增未包含的時間格
式。

有效語法
新增資料格式時，您必須使用有效的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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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Report Studio 來顯示需要用於資料格式的 XML 代碼。在 Report Studio 中，建立包含所
需資料的清單報表。然後，選取欄並在 Report Studio [性質] 窗格中變更資料格式設定，以獲得所
需的格式。 為確保資料格式以所需的方式顯示，最好執行一次報表。選取 [檢視 XML]，並在
cogformat.xml 檔案中使用相同的代碼語法。(對於可從中進行複製和貼上的 XML 檔案，請按照說
明在本端開啟和儲存報表。)
例如，如果您要為日期新增資料格式，請建立包含日期欄的報表。變更日期的格式。在cogformat.xml
檔案中使用相應的 XML 代碼語法。
您的語法可能與以下所示的粗體代碼類似：
<formatList name="qsdates" xml:lang="en-CA"> <dateFormat dateStyle="short" datesSeparator="."
</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full">Friday, December 19, 2003</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short">19/12/03</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medium">19-Dec03</dateFormat>
<dateFormat dateStyle="long">December 19, 2003</dateFormat> </formatList>

步驟
1. 在 cogformat.xml 檔案中，找到您要修改的區域設置對應的資料格式。例如，以下 XML 代碼定
義了 en-CA (加拿大英語) 區域設置對應的時間格式：
... <formatList name="qstimes" xml:lang="en-ca">
<timeFormat timeStyle="short">1:30
PM</timeFormat>
<timeFormat timeStyle="medium">1:30:55 PM</timeFormat>
<timeFormat
timeStyle="long">1:30:55 EST PM</timeFormat>
<timeFormat timeStyle="full">1:30:55
o&apos;clock PM EST</timeFormat> </formatList>...

2. 若要新增其他時間格式，請新增其他 XML 代碼行。例如，若要新增時間格式「1:30 EST PM」，
請新增以下行：
<timeFormat timeStyle="long" showSeconds="false">1:30 EST PM</timeFormat>

3. 將要在 Query Studio 中顯示的文字插入到您複製並貼上的行中。例如：
<dateFormat dateStyle="short" dateSeparator="." show Years="showCentury">19.12.03</dateFormat>

為新區域設置新增資料格式
cogformat.xml 檔案包含了大多數區域設置。但是如有必要，您也可以為新區域設置新增資料格式。
為每種資料格式類型新增一個 XML 代碼區塊。

步驟
1. 為每種資料格式類型複製並貼上一個類似的 XML 代碼區塊。例如，如果您要新增新的區域設
置 (例如 en-xx)，請複製並貼上定義 en-CA (加拿大英語) 區域設置對應的時間格式的 XML 代
碼：
... <formatList name="qstimes" xml:lang="en-ca">
<timeFormat timeStyle="short">1:30
PM</timeFormat>
<timeFormat timeStyle="medium">1:30:55 PM</timeFormat>
<timeFormat
timeStyle="long">1:30:55 EST PM</timeFormat>
<timeFormat timeStyle="full">1:30:55
o&apos;clock PM EST</timeFormat> </formatList>...

2. 變更區域設置的名稱。例如，對於新區域設置 en-xx，將已複製代碼的第一行變更為：
<formatList name="qstimes" xml:lang="en-xx">

3. 按照以下其中一個小節中的說明根據需要變更資料格式：
●

"變更資料格式的順序"(第570頁)

●

"變更文字字串"(第570頁)

●

"移除資料格式"(第571頁)

572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35：自訂 IBM Cognos 軟體的功能
●

"為新區域設置新增資料格式"(第572頁)

4. 對新區域設置對應的其他資料格式類型進行類似的變更。

變更 Query Studio 的預設範本
所有 Query Studio 報表均使用預設範本。例如，您可以建立自訂範本以包括公司標誌，並將該範本
設定為 Query Studio 報表的預設範本。
範本在 Report Studio 中建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步驟
1. 前往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
2. 找到 qrsvpproperties.xml.sample 檔案，並將其重新命名為 qrsvpproperties.xml。
3. 開啟 qrsvpproperties.xml 檔案，然後在以下代碼中：
<structure> <!-- Default template for reports. --> <!--<property>defaultSystemTemplate</
property> --> <!--<value>/content/configuration/reportTemplate[@name='QSdefault']
</value> --> </structure>

●

取消注釋 property 和 value 元素

●

對於 value，鍵入新範本的搜尋路徑。

提示：若要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尋找範本搜尋路徑，請開啟範本性質頁面，並在 [一般]
標籤上按一下 [檢視搜尋路徑、ID 和 URL] 連結。
以下是結果代碼的範例：
<structure> <!-- Default template for reports. --> <property>defaultSystemTemplate</
property> <value>/content/package[@name='GO Sales and Retailers']/folder[@name="Templates
"]/reportTemplate[@name='RS template']
</value> </structure>

4. 儲存 qrsvpproperties.xml 檔案。
5.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伺服器。

修改 CSV 輸出格式的性質
您可以修改逗號分隔值 (CSV) 輸出格式的性質。例如，您可以指定編碼和欄位分隔符號字元以適
合您的環境。
CSV 性質是整個系統範圍的設定，不能將其指定給特定報表。
附註：請永遠在伺服器管理層級設定 CSV 輸出格式。請勿在更低層級覆蓋 CSV 輸出格式設定。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從 [系統] 下拉式功能表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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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在 [環境] > [進階設定] 旁邊，按一下 [編輯]。
7. 根據需要，輸入"CSV 性質和值"(第574頁) 中的參數和值。
8. 按一下 [確定]。
在讓變更生效的 30 秒後，您所做的變更將在以 CSV 格式產生的報表中反映出來。

CSV 性質和值
下表介紹了可修改的 CSV 性質。如果性質未指定或其值為空，則將使用預設設定。

參數

說明

RSVP.CSV.
ENCODING

用於 CSV 輸出的編碼。
輸入支援的編碼值 (第575頁)。LOCALE 編碼衍生自內容區域設置。
預設值為 utf-16le。

RSVP.CSV.
DELIMITER

用於 CSV 輸出的欄位分隔符號字元。
輸入以下內容之一：
●

一個字元
如果輸入了多個字元，將僅使用第一個字元。

●

TAB (tab)
這是預設值。

RSVP.CSV.
QUALIFIER

用於 CSV 輸出的字串限定字元。
預設值為 " (引號)。
請輸入一個字元。如果輸入了多個字元，將僅使用第一個字元。
如果限定字元顯示為資料的一部分，則將重複該限定字元。例如，如果限定字元為引號，而資
料為 ab"cd，則 CSV 輸出為 "ab""cd"。

RSVP.CSV.
TERMINATOR

用於 CSV 輸出的行結束字元。
請輸入以下值之一：
●

CR (歸位)

●

LF (換行)
這是預設值。

●

CRLF (歸位/換行)

●

LFCR (換行/歸位)

如果輸入了多個值，將僅使用第一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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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說明

RSVP.CSV.
MIMETYPE

分配給 CSV 輸出的 MIME 類型。
預設值為：
application/ vnd.ms-excel/

RSVP.CSV.
指定是否在巢狀交叉資料表報表中重複邊緣標籤。例如，一個交叉資料表在列中包含年份資料，
REPEAT_XTAB_ 而在年份中嵌套了訂購方式。您可以在每個訂購方式列中顯示年份標籤，或者也可以僅在每個
LABELS
年份的頂部列中顯示年份標籤。
值包括：
●

True
重複交叉資料表的邊緣標籤。

●

False (預設)
不重複交叉資料表的邊緣標籤。

支援的編碼值
下表顯示了 IBM® Cognos® 支援並測試過的編碼值。

字元集

支援的編碼值

UTF-8

utf-8

西歐語 (ISO 8859-1)

iso-8859-1

西歐語 (ISO 8859-15)

iso-8859-15

西歐語 (Windows-1252)

windows-1252

中歐和東歐語 (ISO 8859-2)

iso-8859-2

中歐和東歐語 (Windows-1250)

windows-1250

斯拉夫語 (ISO 8859-5)

iso-8859-5

斯拉夫語 (Windows-1251)

windows-1251

土耳其語 (ISO 8859-9)

iso-8859-9

土耳其語 (Windows-1254)

windows-1254

希臘語 (ISO 8859-7)

iso-8859-7

希臘語 (Windows-1253)

windows-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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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元集

支援的編碼值

日語 (EUC-JP)

euc-jp

日語 (ISO-2022-JP)

iso-2202-jp

日文 (Shift-JIS)

shift_jis

繁體中文 (Big5)

big5

簡體中文 (GB-2312)

gb2312

韓語 (EUC-KR)

euc-kr

韓語 (ISO 2022-KR)

ISO 2022-KR

韓語 (KSC-5601)

ksc_5601

泰語 (Windows-874)

windows-874

泰語 (TIS-620)

tis-620

在 CSV 格式的輸出中重複交叉資料表標籤
依預設，以 CSV 格式輸出時不會為巢狀交叉資料表重複標籤。這樣可確保升級後的版本與 IBM
Cognos 軟體的先前建置相容。但是，您可以將 Report Server 進階性質 RSVP.CSV.REPEAT_XTAB_
LABELS 設定為 True，以在 CSV 格式的輸出中重複巢狀交叉資料表的列標籤和欄標籤。
請注意，RSVP.CSV.REPEAT_XTAB_LABELS 是系統層級的設定，將套用至所有 CSV 檔案。在使
用多個 Dispatcher 的分佈式環境中，請確保為每個 Dispatcher 的報表服務和批次報表服務設定此性
質。當以 CSV 格式輸出時，該 Report Server 進階性質還會套用至外觀樣式與交叉資料表類似的圖
表。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從 [所有伺服器] 下拉式功能表中，依次按一下 [服務]、[批次報表]。
5. 從 [批次報表服務] 下拉式功能表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8. 如果顯示該連結，則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否則，繼續執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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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輸入 RSVP.CSV.REPEAT_XTAB_LABELS 性質並將值設定為 True。
10. 按一下 [確定]。

自動調整選取和搜尋提示的大小
對於大型文字項目，選取和搜尋提示顯示區域的寬度通常不足以顯示資料。依預設，選取和搜尋
提示控制顯示區域為固定寬度，而超出顯示區域的資訊會被截斷。例如，片語「Product Line: 991
Camping Equipment」將會顯示為
Product Line: 991 Camping Equ

或者，您也可以使用 SYSTEMPROPERTY_CSEARCH_AUTO_RESIZE_RESULT_LIST 設定來使顯示
區域的大小動態調整，以滿足較寬資料的需求。

步驟
1. 開啟位於 \c10_location\webcontent\prompting 中的 properties.js 檔案。
2. 找到 SYSTEMPROPERTY_CSEARCH_AUTO_RESIZE_RESULT_LIST 設定並將其設定為 true。
變更此設定後，選取和搜尋提示控制顯示區域的寬度將可變，而較寬的資訊將不會再被截斷。
該設定還會影響多值選取和搜尋提示。對於多值提示，如果使用該選項，則 [結果] 和 [選擇]
顯示區域的大小將會動態調整。

將 in_range 篩選器與字元資料配合使用
如果您將 in_range 篩選器與字元資料配合使用，並且 [自] 值大於 [至] 值，則篩選器不會傳回任何
結果。例如，如果 [自] 值為「Zone」，而 [至] 值為「蘆薈舒緩劑」，則報表不會傳回任何資料。
若要在不論 [自] 值是否大於 [至] 值的情況下均傳回範圍內的結果，IBM® Cognos® 管理員可以啟用
提示設定。

步驟
1. 開啟 properties.js 檔案。
2. 找到 SYSTEMPROPERTY_REORDER_DROPDOWN_VALUES_IN_RANGES，並將其設定為 true。
變更此設定後，使用相同的值重新執行原始報表時，由於範圍不再被視為絕對值，因此報表會傳
回所有介於「Zone」和「蘆薈舒緩劑」之間的資料。

修改批次報表服務和報表服務的性質
您可以修改批次報表服務和報表服務的進階性質。例如，您可以指定自動儲存使用者輸入的提示
值。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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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從 [所有伺服器] 下拉式功能表中，依次按一下 [服務]、[批次報表]。
5. 從 [批次報表服務] 下拉式功能表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8. 如果顯示該連結，則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否則，繼續執行下一步。
9. 根據需要，輸入"批次報表服務和報表服務的性質和值"(第578頁) 中的參數和值。
10. 按一下 [確定]。

批次報表服務和報表服務的性質和值
下表說明了可修改的批次報表服務和報表服務性質。如果性質未指定或其值為空，則將使用預設
設定。

參數

說明

RSVP.PARAMETERS.
SAVE

指定應自動儲存使用者輸入的報表提示值。

RSVP.CHARTS.
ALTERNATECOLOURS

指定每個圖表實例以色盤順序分配色彩，且不嘗試在一個圖表實例中保留另一個圖表
實例的項目色彩。

預設值為：false

預設值為：false
RSVP.FILE.EXTENSION.
XLS

指定輸出格式為 XLS 的電子郵件附件使用 XLS 而非 HTML 作為副檔名。

RSVP.RENDER.
VALIDATEURL.XLS

指定是否將規則套用至由報表規格中包含的任何 URL 值指定的值。必須啟用 CAF，
RSVP.RENDER.VALIDATEURL 設定才會生效。

預設值為：false

預設值為：false

自訂 SMTP 郵件伺服器上的錯誤處理
SMTP 郵件伺服器處理錯誤的方式會根據郵件伺服器實作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您可以透過
在 XML 檔案中設定 SMTP 規則來自訂 Delivery Service 在遇到特定錯誤時應執行的動作。
IBM® Cognos® 軟體隨附的範例檔案中儲存了一組用於錯誤處理的預設規則。若要自訂這些規則，
您應該建立該檔案的副本，然後對其進行修改。然後，將 Delivery Service 配置為使用此檔案。

SMTP 規則
使用 <smtpRule> 標記可定義 SMTP 規則，使用 <smtpError> 標記可定義您要套用規則的錯誤代碼。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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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pRule>

<smtpError>

<errorCode>502</errorCode>

</smtpError>

...
<smtpError>
<errorCode>550</errorCode>

</smtpError>

...
</smtpRule>

附註：規則的優先順序由其在 XML 檔案中出現的順序決定。
您可以定義以下類型的 SMTP 錯誤：
●

傳輸錯誤
例如，沒有至郵件伺服器的連線、郵件伺服器不存在或配置不正確，或者使用者無權存取郵
件伺服器。
使用 <transport>true</transport> 可將此類型的錯誤包括在規則中。

●

收件者錯誤
例如，收件者無效、收件者過多或沒有收件者。
使用 <invalidRecipients>true</invalidRecipients> 可將此類型的錯誤包括在規則中。

●

其他指定的錯誤
郵件伺服器產生的任何標準 SMTP 錯誤代碼。
使用 <errorCode>nnn</errorCode> 可將此類型的錯誤包括在規則中。

可對每個錯誤類型執行以下動作，這些動作在 XML 檔案中被定義為行為：
●

重新傳送行為
指定重新傳送電子郵件的次數 (n) 以及重新傳送作業之間間隔的秒數 (x)。
使用 <resends number="n" delaySeconds="x" /> 可套用此行為。
附註：若要無限定地重新傳送電子郵件，請使用 <resends number="-1">.

●

保留郵件行為
指定在重新傳送電子郵件達到所要求次數而均不成功後，Delivery Service 是否應將失敗的電子
郵件保留在單獨的佇列中。該佇列名為 SMTPBackupQueue。
附註：系統不會對備份佇列中的電子郵件執行進一步的動作。若要將電子郵件從
SMTPBackupQueue 新增至一般 SMTPQueue，您必須變更資料庫表格中的佇列名稱並重新啟動
伺服器。
使用 <keepMail>true</keepMail> 可套用此行為。

●

失敗郵件行為
允許您自訂電子郵件傳送失敗時傳送的電子郵件通知。
使用 <failMail> 標記可套用此行為。
您還可以使用另外兩個可選屬性來指定電子郵件通知主旨 (<subject>) 和收件者 (<recipients>)。
提示：如果您省略掉這兩個標記，則系統會依預設將電子郵件通知傳送給原始收件者清單中
的收件者，主旨為「傳送失敗：」。
若要移除所有目前收件者，請使用 <recipients sendToCurrentRecipients="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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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電子郵件通知傳送給代理程式所有人，請使用 <owner>true</owner>，並在需要時使用
<recipient address="name@address.com"> 來指定電子郵件地址。
●

預設行為
定義在未找到相符規則時執行的動作。
使用 <defaultSmtpBehaviour> 標記可套用此行為。

範例
第一個範例展示了如何設定預設行為的規則。在本範例中，Delivery Service 會嘗試每隔一小時重新
傳送一次未傳送的電子郵件，總共傳送三次。如果不成功，則使用預設的失敗郵件行為傳送電子
郵件通知。
<defaultSmtpBehaviour> <smtpBehaviour name="default"> <keepMail>false</keepMail>
<resends
number="3" delaySeconds="3600" />
<failMail /> </smtpBehaviour> </defaultSmtpBehaviour>

第二個範例展示了如何設定傳輸錯誤的規則。在本範例中，Delivery Service 會每隔 30 秒無限定地
重新傳送電子郵件，直到成功為止。
<smtpRule> <smtpError>
<transport>true</transport>
</smtpError> <smtpBehaviour
name="transport"> <keepMail>false</keepMail>
<resends number="-1" delaySeconds="30" />
</smtpBehaviour> </smtpRule>

第三個範例展示了如何設定收件者錯誤的規則。在本範例中，系統會使用儲存在代理程式所有人
的使用者 ID 中的電子郵件地址向代理程式所有人傳送電子郵件通知。原始電子郵件收件者將從收
件者清單中移除。
<smtpRule> <smtpError>
<invalidRecipients>true</invalidRecipients>
</smtpError>
<smtpBehaviour name="invalidRecips"> <keepMail>false</keepMail>
<failMail>
<recipients
sendToCurrentRecipients="false">
<owner>true</owner>
</recipients>
</failMail>
</smtpBehaviour> </smtpRule>

第四個範例展示了如何設定指定錯誤代碼的規則。在本範例中，只要發生 550 錯誤，便會將未傳
送的電子郵件傳送至備份佇列。在您手動處理之前，該電子郵件會一直保留在備份佇列中。會為
失敗郵件通知設定一個自訂電子郵件主旨。
<smtpRule> <smtpError>
<errorCode>550</errorCode> </smtpError> <smtpBehaviour
name="specialErrorCode-550">
<keepMail>true</keepMail>
<failMail>
<subject>Error code
550 keep mail</subject>
</failMail> </smtpBehaviour> </smtpRule>

步驟
1. 將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smtpRules-sample.xml 檔案複製到 c10_location\webapps\ p2pd\WEB-INF\
classes 資料夾中。
附註：若要使用您自己的檔案而不是範例檔案副本，請將其複製到同一資料夾中。
2. 如果您使用的是範例檔案，請將複製的檔案重新命名為 smtpRules-custom.xml。
3.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所需檔案。
4. 修改該檔案以自訂規則。
5.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6.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7.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8. 從 [所有伺服器] 下拉式功能表中，依次按一下 [服務]、[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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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從 [Delivery Service] 旁邊的下拉式功能表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10.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11. 在 [環境] 旁邊，按一下 [編輯]。
12.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名稱 smtp.rules.properties.location。
13. 在 [值] 欄中，鍵入您要使用的自訂 xml 檔案的名稱。
14.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名稱 smtp.rules.properties.reread。
雖然並非必需，但對於測試目的來說，設定此參數很有用，這樣系統會為每個請求讀取 SMTP
規則。
15. 在 [值] 欄中，鍵入 true。
16. 按一下 [確定]。
17.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完成規則測試後，必須重設 smtp.rules.properties.reread 參數。
18. 重複步驟 5 到 11 以存取進階設定。
19. 在 smtp.rules.properties.reread 參數對應的 [值] 欄中，鍵入 false。
20. 按一下 [確定]。

在電子郵件中關閉報表附件
若要防止使用者將報表作為電子郵件附件進行傳送，請修改系統檔案 system.xml。此變更將隱藏
[設定電子郵件選項] 對話方塊中 [附件] 下的 [含該報表] 核選方塊。
該限制適用於所有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使用者。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
對於頁面和儀表板，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system.xml 檔案。
3. 將以下 XML 代碼新增到 <system> 元素中：
<param name="ui_hide">

<CC_RUN_OPTIONS_email_attachment/>

</param>

如果您透過修改 system.xml 檔案 (第548頁) 隱藏了其他使用者介面元素，則 <param name="ui_hide">
元素已經存在。在此情況下，請向該元素新增以下內容：
<CC_RUN_OPTIONS_email_attachment/>

4. 儲存該檔案。
5.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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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BM Lotus Notes 中顯示附件
將圖表報表作為電子郵件附件傳送時，它們可能不會在 Lotus Notes 中正確顯示。您可以指定自動
將 .png 檔案類型轉換為 .jpg 類型，以避免出現這種情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從 [所有伺服器] 下拉式功能表中，依次按一下 [服務]、[傳送]。
5. 從 [Delivery Service] 旁邊的下拉式功能表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在 [環境] 旁邊，按一下 [編輯]。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名稱 lotus.compatibility.mode。
10. 在 [值] 欄中，鍵入 true。
11. 按一下 [確定]。
12. 在 [設定性質] 頁面中，按一下 [確定]。
圖表報表將轉換為 .jpg 檔案，並在 Lotus Notes 中正確顯示。

關閉對基於觸發器的排程的支援
依預設，會啟用基於觸發器的排程(第325頁)。將事件作為觸發器，引發報表執行。您可以透過修
改 system.xml 檔案來關閉此功能。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 XML 或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檔案。
3. 在 system 元素中找到以下 XML 代碼：
<param name="enable-trigger-support">
true </param>

true </param> <param name="enable-trigger-tab">

4. 將這兩個觸發器參數的值從 true 變更為 false。
該 XML 代碼應顯示為：
<param name="enable-trigger-support">
false </param>

5. 儲存該檔案。
6.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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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排程] 頁面上，將不再顯示 [按觸發器] 標籤。關閉該支援後，已為基於觸發器的排程排定的項
目將繼續執行，但是無法再進行其他觸發器排程。

在伺服器上設定觸發器事件
作為設定基於觸發器的報表排程的一部分(第325頁)，您必須在伺服器上設定觸發器事件。您可以
將外部事件 (例如資料庫重新整理或電子郵件) 與伺服器上引發項目執行的觸發器相關聯。您還必
須指定事件的名稱。
觸發器事件也可以由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開發人員使用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進行設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

指令碼
使用名為 trigger.bat 的 Microsoft® Windows® 指令碼或名為 trigger.sh 的 Shell 指令碼，您可以觸發一
個或多個排程在伺服器上執行。
以下是指令碼語法，其中 URL 是 IBM Cognos 伺服器 URL，username 是指定名稱環境中的有效使用
者名稱，password 是使用者名稱的密碼，namespace 是使用者名稱的名稱環境，triggerlist 是觸發
器名稱的逗號分隔清單：
trigger.bat URL [username password namespace]

triggerlist

例如，如果使用者要根據資料庫重新整理來排程一個報表，並要根據電子郵件收件者排定另一個
報表，則自訂觸發器指令行可能類似於：
trigger.bat http://localhost:9300/p2pd/servlet/dispatch username password namespace
databaserefreshtriggername,emailtriggername

步驟
1. 如果您要在非 IBM Cognos 伺服器的伺服器上設定觸發事件，請完成以下任務：
●

確保伺服器安裝了受支援的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或 Java Development Kit 版本。

●

從 IBM Cognos 伺服器上的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lib 中，將以下檔案複製到您
在伺服器上設定觸發器事件的位置：
activation.jar
axis.jar
axisCrnpClient.jar
commons-discovery.jar
commons-logging.jar
jaxrpc.jar
saaj.jar
mail.jar
xml-apis.jar
xercesImpl.jar

●

從 IBM Cognos 伺服器上的 c10_location/webapps/utilities/trigger 中將以下檔案複製到您在伺
服器上設定觸發器事件的位置：
trigger.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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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sh
trigger.class (一個可在任何 IBM Cognos 支援平台上執行的 Java 公用程式)
2. 確保指令行可在外部事件 (例如資料庫重新整理或電子郵件) 發生時執行。
用於呼叫自訂觸發器指令的機制取決於所使用的應用程式，例如資料庫系統或電子郵件應用
程式。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應用程式的文件。
3. 通知使用者，他們現在可以根據觸發器事件排定項目。
如果使用者根據該事件排定了項目，則當使用者按一下報表視圖對應的 [排程] 按鈕時，事件
資訊將取代 [排程] 頁面上的頻率資訊。
指令碼執行後，觸發器方法將傳回表示已執行排程數目的整數值。以下整數表示錯誤：
●

-1 表示用法錯誤，例如參數或語法無效

●

-2 表示與 IBM Cognos 伺服器的通訊問題

變更 Excel 2002 試算表的預設副檔名
依預設，電子郵件傳送的 Excel 2002 試算表會以 Excel Multipart HTML 格式建立，副檔名為 .mht。
透過將 RSVP.FILE.EXTENSION.XLS 參數設定為 true，可以將預設副檔名變更為 .xls。將 RSVP.FILE.
EXTENSION.XLS 設定為 true 不會變更檔案內容。內容依然為 Excel Multipart HTML 格式。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4. 在 [配置] 窗格的 [名稱] 下，按一下要配置的 Dispatcher。
5. 選取 Dispatcher 後，在右上角的工具列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 RSVP.FILE.EXTENSION.XLS。
10. 在 [值] 欄中，鍵入 True。
11. 按兩次 [確定]。
12. 對 [報表服務] 重複執行步驟 5 到步驟 11。
13. 重新啟動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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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是否將「不列印」樣式套用至 Excel 2007 報表輸出
您可以使用進階設定參數 RSVP.EXCEL.XLS2007_PRINT_MEDIA 控制是否將「不列印」樣式套用
至 Excel 2007 報表輸出。
如需有關「不列印」樣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4. 在 [配置] 窗格的 [名稱] 欄下，按一下您要自訂的 Dispatcher。
5. 在 [名稱] 欄中，找到 [報表服務]，然後在 [動作] 下按一下 [設定性質] 圖示。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在 [類別] 下，按一下 [環境]，然後在 [進階設定] 旁邊按一下 [編輯]。
8. 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參數名稱 RSVP.EXCEL.XLS2007_PRINT_MEDIA。
10. 在 [值] 欄中，輸入一個值。

值

說明

True

「不列印」樣式會影響 Excel 2007 報表輸出。

False

「不列印」樣式不會影響 Excel 2007 報表輸出。

關閉工具箱 widget
系統管理員可關閉以下任意工具箱 widget：
●

網頁

●

RSS 供稿

●

影像

●

文字

●

[我的收件匣] 功能

若要關閉 widget，您需要變更其副檔名。例如，若要關閉網頁 widget，您需要將 htmViewer_
contribution.atom 重新命名為 htmlViewer_contribution.atom.disabled。
下表顯示了每個 widget 的配置檔案的名稱和位置。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585

章節35：自訂 IBM Cognos 軟體的功能

widget

配置檔案

網頁

<c10>\configuration\icd\contributions\contrib\HTMLViewer_contribution.atom。

RSS 供稿

<c10>\configuration\icd\contributions\contrib\RSSViewer_contribution.atom

影像

<c10>\configuration\icd\contributions\contrib\ImageViewer_contribution.atom

文字

<c10>\configuration\icd\contributions\contrib\RichTextViewer_contribution.atom

我的收件匣

<c10>\configuration\icd\contributions\contrib\MyInBox_contribution.a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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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資源是可以幫助您解決所遇到的產品問題的資訊來源。
通常，故障排除資訊的來源包括記錄、除錯模式、文件和技術支援。 使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時，除了此文件，您還可以使用以下故障排除資源：
●

錯誤訊息

●

記錄檔

●

核心轉儲檔案

●

計量資料轉儲檔案

●

Windows® 事件檢視器

●

範例

●

Query Studio 中的報表定義

●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中心)

●

IBM Cognos 診斷工具

透過瞭解可用的故障排除資源，您可以更好地解決使用 IBM Cognos BI 時出現的問題。

錯誤訊息
出現問題的第一徵兆通常是錯誤訊息。錯誤訊息包含可有助於確定問題原因的資訊。
您可以按一下 [明細] 連結來查看完整的錯誤訊息。管理員可以使用此資訊，及其他有關您所使用
產品及顯示錯誤訊息之前您所執行的作業的資訊，來解決問題。
回應錯誤訊息時，如果您按一下 [確定]，IBM® Cognos® BI 會復原上一個動作，並返回至之前的狀
態。

記錄檔
記錄檔可以透過記錄您使用產品時所發生的活動來幫助您對問題進行故障排除。在 IBM® Cognos®
BI 上執行的作業會記錄在多種記錄檔中，以供追蹤之用。例如，如果在安裝 IBM Cognos BI 時遇
到問題，可參考轉移記錄檔，以瞭解轉移檔案時安裝精靈所執行的活動。
開始檢視記錄檔之前，請確保它們包含您所需的資訊。記錄檔的編號和它們所包含的資訊透過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參數來設定。
使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可瞭解記錄類別以及如何設定每個類別要記錄的明細層級。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可以指定記錄檔的大小、編號和位置，也可以配置 Log Server 的性
質。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使用者指南》。
進行故障排除時，以下檔案可為您提供幫助：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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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記錄檔
此檔案記錄了轉移檔案時安裝精靈所執行的活動。轉移記錄檔位於 c10_location\instlog 目錄中。檔
名可表明產品名稱、版本和建置編號，並包括時間戳。以下是檔名格式的範例：
tl-BISRVR-8.1-0.0-20080901_1122.txt

轉移摘要-錯誤記錄檔
此檔案記錄了您安裝的元件、磁碟空間資訊、您在轉移對話方塊中所做的選取以及在轉移元件時
安裝精靈遇到的所有錯誤。轉移摘要-錯誤記錄檔位於 c10_location/instlog 目錄中。檔名可表明產品
名稱、版本和建置編號，並包括時間戳。以下是檔名格式的範例：
tl-BISRVR-8.1-0.0-20080901_1122_summary_error.txt

啟動配置檔案
此檔案記錄每次儲存性質設定時的配置選擇。檔名是 cogstartup.xml。如果無儲存配置或遇到問題，
您可以恢復為先前儲存的配置案。備份配置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中。以下是備
份配置檔案的檔名格式的範例：
cogstartup_200811231540.xml

啟動配置鎖定檔案
每次開啟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均會建立此檔案。它會阻止您開啟多個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視窗。如果開啟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遇到問題，您可以檢查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中
是否存在 cogstartup.lock 檔案。如果存在該檔案，且沒有開啟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則意味著
上次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後沒有正確關閉。您可以刪除該鎖定檔案，然後開啟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區域設置配置檔案
此檔案記錄了您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為產品和內容區域設置、區域設置對映以及貨幣支
援所做的配置選擇。如果在使用者介面或報表中遇到語言支援的問題，請使用這些檔案來追蹤變
更。備份配置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中。以下是檔名格式的範例：
coglocale_200811231540.xml

執行時記錄檔案
名為 cogserver.log 檔案的預設 IBM Cognos 記錄檔，或您配置為從 Log Server 接收記錄訊息的其他
記錄檔，可以記錄自您啟動 IBM Cognos BI 服務後的資訊。這些資訊位於 c10_location/logs 目錄中。
如果您為記錄訊息配置了其他目標，請檢查相應的檔案或資料庫。
某些記錄訊息可指示問題。大多數訊息僅提供資訊，但是其他訊息可以幫助您診斷執行時環境中
出現的問題。

Gateway 記錄檔
Gateway 會將錯誤記錄在位於 c10_location/logs 目錄內的 Gateway 記錄檔中。您可以使用 Gateway 記
錄檔對阻止 Gateway 處理請求或使用加密的問題進行故障排除。這些問題的症狀如下：
●

使用者 ID 和密碼無效

●

單一登入無效

●

Dispatcher 正在執行但使用者卻收到錯誤訊息，告訴您 IBM Cognos BI 伺服器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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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way 記錄檔使用以下命名格式，其中 gateway_interface 是 cgi、mod (Apache 1.3 模組)、mod2
(Apache 2.0 模組) 或 isapi。
gwgateway_interface.log (例如 gwcgi.log)

解除安裝記錄檔
此檔案記錄了解除安裝檔案時解除安裝精靈所執行的活動。此記錄檔名為 cognos_uninst_log.htm，
位於 Temp Directory 中。您可以使用此記錄檔對與解除安裝 IBM Cognos BI 元件相關的問題進行故
障排除。

靜默模式記錄檔
此檔案記錄了在靜默模式下執行時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所執行的活動。此記錄檔名為 cogconfig_
response.csv，位於 c10_location/logs 目錄中。

ReportNet® 至 IBM Cognos BI 的升級檔案
此檔案包含從 ReportNet® 升級至 IBM Cognos BI 的結果摘要。此記錄檔名為 upgradeLog.xml，位於
c10_location/logs 目錄中。此檔案是 xml 格式，且參考 xslt 樣式表。您可以按兩下該檔案使其顯示
在瀏覽器中。

核心轉儲檔案
如果您收到有關報表伺服器沒有回應的錯誤訊息，IBM® Cognos® BI 會將一個核心轉儲 (.dmp) 檔案
寫入至檔案系統中。核心轉儲檔案指示程式出現的嚴重問題，例如未處理的例外或非正常終止的
IBM Cognos BI 程序。出現問題時，核心轉儲檔案將建立程式的目前狀態的完整記憶體轉儲。核心
檔案通常指示需要進行軟體修復的錯誤。
如果發現報表伺服器沒有回應訊息，請立即檢查 IBM Cognos BI 伺服器安裝的 \bin 目錄中是否存在
任何核心轉儲檔案。在 Windows® 上，這些檔案名為 processID.dmp，例如 BIBusTKServerMain_seh_
3524_3208.dmp。在 UNIX® 上，這些檔案名為 core。在 Linux® 上，這些檔案名為 core.processID。必
須使用除錯程式 (例如 dbx、GNU 除錯器或 Windows 的 WinDbg 除錯器) 來檢視這些二進位檔案。
如果伺服器管理員無法解決問題，請聯絡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中心) 並向他們提
供測試實例 (如果可能) 以及核心檔案。
核心檔案大小可以為 300 MB 或更大，每次出現問題時都將建立一個同樣大小的新核心檔案。在
Windows 中，應在常規伺服器維護期間定期檢查和清除這些檔案。在 UNIX 和 Linux 中，系統設定
可以控制在程序非正常終止時將核心檔案寫入檔案系統的方式和時間。
在 Windows 中，可以使用配置檔案關閉 .dmp 檔案的建立。然後，在生產環境中，您可以在遇到問
題時啟用核心轉儲。由於並非所有問題都易於重現，因此應在測試和開發環境中啟用核心檔案建
立，以便可以使用它們。
透過某些 IBM Cognos BI 熱站建置，可以自動建立核心轉儲檔案。對於 IBM Cognos BI 8.1 MR1 (第589
頁) 和該產品的較新版本 (第590頁)，控制此設定的配置檔案不同。在升級期間不會覆蓋配置設定。

關閉 IBM Cognos BI MR1 核心檔案建立的步驟
1. 在安裝了 IBM Cognos BI 的伺服器上，開啟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中的 rsvpproperties.xml
檔案。
2. 將 Win32StructuredExceptionHandling 性質變更為 0 (零)，以使其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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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Win32StructuredExceptionHandling</property>
<value type="long">0</value>

3. 儲存該檔案。

關閉 IBM Cognos BI MR2 和較新版本核心檔案建立的步驟
1. 在安裝了 IBM Cognos BI 的伺服器上，開啟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中的 cclWin32SEHConfig.
xml 檔案。
2. 在配置元素中，將環境變數設定的值變更為 0 (零)，以使其內容為
<env_var name="CCL_HWE_ABORT" value="0"/>

3. 儲存該檔案。

計量資料轉儲檔案
您可以使用計量資料轉儲檔案獲得有關系統在特定時間的狀態的詳細資訊，並可追蹤指定時段的
系統走勢，以供日後的歷程記錄查詢。此檔案的預設名稱為 metricdump.xml，位於 c10_location/logs
目錄中。
計量資料轉儲檔案記錄目前系統計量資料的快照。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啟用計量資料
轉儲 (第590頁) 前，該檔案不會顯示在 c10_location/logs 目錄中。依預設，計量資料轉儲已關閉。
計量資料轉儲程序使用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中的 metricdumpconfiguration.xml 檔案進行配置
(第591頁)。此檔案用於指定要在計量資料轉儲檔案追蹤的資源，並控制計量資料轉儲檔案的大小
和位置。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啟用計量資料轉儲後，您可以透過重新命名
metricdumpconfiguration.xml 檔案使其處於非作用中狀態。若要為特定事件重新啟動計量資料轉儲，
請將該配置檔案重新命名為原始名稱。
附註：您可以使用 metricdumpconfiguration.xml 檔案重新命名 metricdump.xml 檔案，並變更其位置。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啟用計量資料轉儲的步驟
1. 登入 IBM Cognos BI，並開啟 IBM Cognos Connection。
提示：如果顯示 [歡迎] 頁面，請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並移至步驟 3。
2. 在右上角按一下 [啟動] >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4. 從頁面右上角的工具列中，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

將顯示 [設定性質 - 配置] 頁面。
5.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6.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值] 欄中的 [編輯]。
7. 在 [設定進階設定] 頁面上，於 [參數] 欄中，鍵入以下設定：
DISP.MetricDumpEnabled
附註：設定名稱區分大小寫。
8. 在 [值] 欄中，鍵入 Dispatcher 的 URI。
590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36：故障排除資源
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 [環境] > [Dispatcher 設定] 下找到 Dispatcher URI。僅使
用以 /p2pd 結尾的 URI 的前半部分。例如，鍵入 http://c10_server:9300/p2pd。
提示：若要刪除此設定，請按一下設定旁邊的核選方塊，按一下 [刪除]，然後按兩次 [確定]。
9. 按兩次 [確定]。
10. 如果您有多個 Dispatcher，對每個 Dispatcher 電腦重複這些步驟。

變更 Metricdumpconfiguration.xml 檔案的步驟
1. 在編輯器中開啟檔案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metricdumpconfiguration.xml。
2. 若要配置要記錄其計量資料的資源，請在以下部分中指定資源：
<mbeans> <mbean>com.cognos:type=Metrics,*</mbean> <mbean>com.cognos:type=MetricHealth,*</
mbean>
<mbean>com.cognos:type=ServiceHealth,*</mbean>
<mbean>com.cognos:
type=ServiceOperationalStatus,*</mbean> </mbeans>

例如，若要指定服務，請鍵入
<mbean>com.cognos:type=Metrics,service=contentManagerService</mbean>

3. 若要重新命名計量資料轉儲檔案並變更路徑，請編輯以下行：
<filename>../logs/metricdump.xml</filename>

4. 若要變更轉儲的時間間隔，請編輯以下行：
<interval>15000</interval>

時間以毫秒為單位指定。
5. 若要指定轉儲值後是否重設 MBeans，請編輯以下行：
<resetAfterDump>false</resetAfterDump>

將值變更為 true，即在使用者介面中將計量資料值重設為 0。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重設系
統的計量資料"(第117頁)。
6. 若要變更轉儲的最大次數，請編輯以下行：
<count>-1</count>

-1 表示轉儲的次數不受限制。
7. 若要在轉換物件之前變更最大檔案大小，請編輯以下行：
<filesize>10000000</filesize>

8. 若要變更要保留的計量資料轉儲檔案的數量，請編輯以下行：
<rollover>1</rollover>

9. 儲存這些變更。

Windows 事件檢視器
Windows® 事件檢視器可提供有關程式、安全性和系統事件的資訊。例如，如果某項 IBM® Cognos®
BI 服務無法啟動，此數據會記錄在事件記錄中。
Windows 事件檢視器並不記錄特定於 IBM Cognos BI 中所執行作業或任務的資訊。參考 IBM Cognos
BI 記錄檔以瞭解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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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如何使用 Windows 事件檢視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 說明。

範例
IBM® Cognos® BI 使用範例來重點說明產品功能，並協助您瞭解如何使用產品。您還可以使用範例
進行故障排除。
您可以使用 IBM Cognos BI 隨附的範例來確定各種元件是否如預期那樣協同工作。例如，如果在執
行報表時出現問題，您可以嘗試執行範例報表以查看問題是否仍然存在。您可能會發現該問題與
連線至資料庫有關。

範例 - 測試 Report Studio
您是資料庫管理員，負責對報表編寫員在設計報表時遇到的問題進行故障排除。現在已安裝 Report
Studio，您希望確保在編寫員開始使用之前它可以正常工作。
為了測試 Report Studio，您開啟並執行 Report Studio 報表範例資料夾中的一個報表。
如果報表成功開啟，則其會顯示在 Report Studio 中，並會載入與報表關聯的 GO 銷售商與零售商
模型。執行報表時，將顯示 IBM Cognos Viewer，並且報表中將包含資料。

在 Query Studio 中檢視報表定義
可以使用 [管理檔案] 功能表中的 [報表定義] 指令或 [報表定義] 方塊中的 [查詢資訊] 指令對報表中
的問題進行故障排除。[報表定義] 指令顯示每個報表項目的表示式。[查詢資訊] 指令顯示每個報
表項目的查詢資訊。
附註：您無法使用這些指令變更報表性質。

步驟
1. 在 Query Studio 中，開啟所需報表。
2. 從 [管理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報表定義]。
將顯示 [報表性質] 對話方塊。它包含一個表格，其中列出了報表中的每個篩選器、報表項目
以及相應的表示式。
提示：按一下 [查詢資訊] 可顯示包含查詢相關資訊的文字方塊。

聯絡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中心)
使用所有其他故障排除資源後，如果您仍無法解決問題，請聯絡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
戶服務中心) 以得到即時協助。如需有關位置和程式的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中心) 網站 (http://www.ibm.com/software/data/cognos/customercenter/)。
若要聯絡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中心)，您必須具有目前的支援協議。
在致電之前，請執行以下作業：
●

確保問題與 IBM Cognos 軟體有關，且該問題導致出現錯誤訊息。

●

嘗試重現問題，以確保它並非只是簡單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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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明顯的因素，例如檔案位置、目錄、路徑和存取權限。

●

審閱所有相關文件，包括所有發行說明或讀我檔案。

●

進行檢查，以瞭解是否可能由於計算環境的任何最近的變更而導致問題出現。

提示：您還可以使用 IBM Cognos 診斷工具。

步驟
1. 準備好以下資訊：
●

您的客戶識別號

●

您的服務請求號 (如果請求是正在進行的服務請求)

●

可以聯絡到您的電話號碼

●

您使用的軟體版本

●

您使用的作業環境版本

●

對出現問題時您正執行之作業的說明

●

顯示的所有錯誤訊息的確切內容

●

您嘗試解決問題時採取的所有步驟

2. 與距您最近的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中心) 聯絡。
將向您詢問這是新的服務請求還是正在進行的服務請求。如果是正在進行的服務請求，請提
供您的服務請求號或客戶識別號 (如果適用)。
如果您未獲得致電所諮詢的軟體方面問題的支援，則會將您的電話轉給支援續訂代表。

IBM Cognos 診斷工具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中心) 提供診斷工具來幫助您：
●

驗證您的環境

●

識別問題和對問題進行故障排除

●

為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中心) 提供記錄情況所需的明細和系統資訊

診斷工具是在 JavaTM 中開發的。每個診斷工具均包含一個 JAR 檔案、一個批次檔案以及一個對診
斷工具的功能和您可期望取得的結果進行說明的 PDF 檔案。IBM Cognos 診斷工具為唯讀，且不會
變更您的環境或 IBM Cognos 產品。
新的診斷工具正在不斷開發中。若要檢查是否存在最新更新，以及是否存在有關 IBM Cognos 診斷
工具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中心) 網站 (http://www.ibm.com/
software/data/support/cognos_diagnostictoo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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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37：使用文件時出現的問題
本小節的主題針對在使用 IBM Cognos 文件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

列印 PDF 手冊時出現的問題
您列印 PDF 格式的文件，但列印工作未完成。例如，遇到特定圖形時，工作會停止列印。這是在
使用某些版本的 Acrobat Reader 和某些型號的印表機列印 PDF 時可能出現的 Adobe Acrobat Reader
問題。在以下一種或兩種情況下，可以正確列印同一 PDF：
●

使用其他版本的 Acrobat Reader

●

使用其他印表機

如果透過 Acrobat 4.0 或更高版本的產品進行列印，則可嘗試以下解決方案。

強制將頁面列印為影像的步驟
1. 在 Acrobat Reader 中，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列印]。
2. 在 [印表機] 區段，選取 [以圖形模式列印] 核選方塊。
由於使用此選項時檔案列印速度更慢，因此請確保僅指定無法列印的頁面。
3. 在 [列印範圍] 區段，按一下 [起始頁面] 和 [結束頁面]，僅鍵入無法列印的頁面的頁碼，然後
按一下 [確定]。
可以透過重新傳送在下一頁開始的工作來列印其餘的 PDF。
4. 清除 [列印為圖像] 核選方塊。
5. 在 [列印範圍] 區段，按一下 [起始頁面] 和 [結束頁面]，鍵入其餘頁面的頁面範圍，然後按一
下 [確定]。
雖然您可以使用 [以圖形模式列印] 選項列印檔案，但是此設定無法解決原始列印問題。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 Adobe 網站。

存取說明時無法啟動網頁瀏覽器
您正在 Linux 電腦上執行 IBM Cognos Connection。按一下 [說明] 後顯示以下訊息：
無法啟動網頁瀏覽器
正在嘗試執行 netscape-remote openURL
請確保路徑中已定義了網頁瀏覽器
如果電腦上未安裝 Netscape 瀏覽器或瀏覽器路徑設定不正確，將會發生此錯誤。
解決方案是：如果未安裝 Netscape，則進行安裝，或者將 BrowserPath 項目新增到檔案 cogconfig.
prefs。此項目必須為瀏覽器指定完整路徑。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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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瀏覽中文字沒有正確顯示
如果電腦使用大號字型，則在 IBM Cognos 快速瀏覽中，您可能無法看到所有文字或文字可能無法
正確換行。
若要修復此問題，請執行以下操作之一：
●

電腦使用小號字型。

●

在網頁瀏覽器中使用最小號字型設定。

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檢視雙位元組字元集時出現問題
在 Internet Explorer 網頁瀏覽器版本 6 中，檢視使用雙位元組字元集之語言的文字時，可能會遇到
問題。例如，您開啟線上說明時，頁面顯示空白。
要確保雙位元組字元在 Internet Explorer 網頁瀏覽器中正確顯示，請執行以下操作。

步驟
●

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的 [檢視] 功能表中，選取 [編碼]、[自動編碼]，並確保選取 [自動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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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裝和配置期間，或設定 IBM® Cognos® BI 以使其在應用程式伺服器中執行時會遇到問題。

啟動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時遇到問題
當您嘗試執行以下作業時可能會遇到問題：
●

啟動 IBM® Cognos® BI 服務

●

第一次開啟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的歡迎頁面

●

啟動應用程式伺服器，例如 WebLogic 或 WebSphere®

以下表格顯示一些常見問題以及其解決方案。

症狀

解決方案

啟動 IBM Cognos BI 時，看不到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的啟動 檢查您的 Web 伺服器配置。
畫面。
服務啟動，但是 Content Store 資料庫中未建立任何表格。

檢查您的 Content Store 配置。

服務未啟動。

確保在提交請求之前等待幾分鐘。

應用程式伺服器未啟動。

檢查應用程式伺服器安裝位置的檔案權限和目錄
名稱。

確保使用 IBM Cognos 元件支援的其他軟體。您可以在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IBM Cognos 客
戶服務中心) (http://www.ibm.com/software/data/cognos/customercenter/) 上檢視環境 (例如作業系統、修
補程式、瀏覽器、Web 伺服器、目錄伺服器和資料庫伺服器) 的最新清單。

CFG-ERR-0106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啟動 IBM Cognos 服務時發生錯誤
啟動 IBM® Cognos® BI 服務時，您可能會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CFG-ERR-0106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在指定時間內未收到 IBM Cognos 服務的回應。檢查 IBM
Cognos 服務是否可用且配置正確。
出現此問題可能有兩個原因：
●

IBM Cognos 服務需要更多時間來啟動。

●

待機的 Content Manager 電腦可能配置不正確。

IBM Cognos 服務需要更多時間
依預設，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會在三分鐘內每半秒鐘檢查一次啟動請求的進度。如果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未在此時間段內收到回應，則會顯示錯誤訊息。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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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避免此錯誤，您可以變更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等待接收來自 IBM Cognos 服務之回應所需
的時間。您可以透過在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cogconfig.prefs 檔案中配置 ServiceWaitInterval 和
ServiceMaxTries 性質來執行此作業。
ServiceWaitInterval 性質表示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檢查啟動請求之進度的時間間隔 (單位：毫
秒)。依預設，其值為 500 (等於半秒鐘)。
ServiceMaxTries 性質表示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檢查啟動請求之進度的次數。依預設，其值為
360。

Content Manager 配置不正確
如果錯誤訊息顯示在待機的 Content Manager 電腦上，則用於儲存稱密鑰的設定可能不正確。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將待機的 Content Manager 電腦配置為本端儲存對稱金鑰。

變更等待時間的步驟
1.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在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cogconfig.prefs 檔案。
此檔案在您第一次開啟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自動建立。
3. 將以下代碼新增至檔案：
ServiceWaitInterval=毫秒數
ServiceMaxTries=次數
提示：新增與配置需求對應的數值。
4. 儲存該檔案。
5.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端儲存對稱密鑰的步驟
1. 在待命的 Content Manager 電腦上，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於 [安全性] 下，按一下 [加密]。
3. 在 [性質] 視窗中的 [CSK 設定] 下，將 [本端儲存對稱金鑰] 設定為 [True]。
4. 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5. 從 [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 [啟動]。
此動作將啟動所有已安裝但未執行的服務。如果您想啟動特定服務，請在 [瀏覽器] 視窗中選
取服務節點，然後從 [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 [啟動]。

啟動 IBM Cognos BI 時發生加密錯誤
安裝伺服器或客戶端元件後，嘗試啟動 IBM® Cognos® BI 服務時收到以下錯誤：
[加密]
1. [錯誤]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javax/net/ServerSocket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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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JavaTM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缺少 IBM Cognos BI 所需的加密和解密例行過程。您必須將
提供的 Java Archive (.jar) 檔案複製到 JRE 目錄。

步驟
●

將 bcprov-jdknn-nnn.jar 檔案從 c10_location/bin/jre/version/lib/ext 目錄複製到 Java_location/jre/lib/ext
目錄。

由於連接埠已被其他程序使用，因此無法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如果其中一個預設連接埠已被其他程序使用，則可能無法啟動 IBM® Cognos® BI 服務或程序。
提示：若要檢視目前的網路 TCP/IP 網路連線，請使用 netstat 指令。
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變更 IBM Cognos BI 使用的預設連接埠。
變更本端 Dispatcher 所使用的連接埠時，您必須變更 [Dispatcher URI] 性質的值。由於此變更會影
響所有以本端 Dispatcher 為基礎的 URI，因此您必須變更所有本端元件的 URI。依預設，本端元件
包含 URI 中的 localhost。
例如，如果您在一台電腦上安裝了所有元件，且要變更 Dispatcher 連接埠，請使用新的埠號取代所
有 Dispatcher 和 Content Manager URI 中的 9300。

變更預設連接埠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按一下相應的群組或元件：
●

若要存取 Dispatcher 和 Content Manager URI 中的埠號，請按一下 [環境]。

●

若要存取本端 Log Server 的埠號，請在 [環境] 下按一下 [記錄]。

●

若要存取關閉埠號，請在 [環境] 下，按一下 [IBM Cognos 服務] > [IBM Cognos BI]。

●

若要存取由 Portal Services 使用的 applications.xml 檔案位置的埠號，請在 [環境] 下按一下
[Portal Services]。

3. 在 [性質] 視窗中，按一下您要變更性質旁的 [值] 方塊。
4. 將值從 9300 變更為新值。
確保變更所有包含 localhost:9300 的 URI 中的連接埠。
5. 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6. 從 [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未啟動或啟動後失敗
啟動 IBM® Cognos® BI 服務，但服務未正確啟動或啟動速度太慢。服務啟動後，系統隨後在短時間
內失敗。服務啟動時，JavaTM 占用 100% 的 CPU 時間。您可能還會收到多個錯誤訊息，例如以下
訊息：
●

DPR-DPR-1035 Dispatcher 偵測到錯誤。

●

CAM-CRP-1157 無法使本端通用對稱密鑰儲存庫與 Content Manager 同步。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599

章節38：安裝和配置問題
如果您將 DB2® 資料庫用於 Content Store，請確保該資料庫版本與 Java 版本相容。對於 DB2 版本
8.2，不支援 Java 1.5。對於 DB2 版本 9，在除 HPUX 和 Solaris 以外的所有作業系統上均支援 Java
1.5。
若要檢視 IBM Cognos 產品支援的環境 (例如作業系統、修補程式、瀏覽器、Web 伺服器、目錄伺
服器、資料庫伺服器和應用程式伺服器) 的最新清單，請造訪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
務中心) (http://www.ibm.com/software/data/cognos/customercenter/)。

IBM Cognos BI 伺服器無法啟動且未提供錯誤訊息
升級或進行新的安裝後，IBM® Cognos® BI 伺服器可能會無法啟動，但不會顯示任何錯誤訊息。當
先前執行的或新的 IBM Cognos BI 伺服器配置為使用大量記憶體時，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
如果安裝 IBM Cognos BI 的伺服器包含 Microsoft® 安全性更新 921883 的 1.0 版本，則當某應用程式
請求大量連續記憶體時可能會出現問題。
這是 Microsoft 安全性修補程式 921883 的 1.0 版本的已知問題。Microsoft 已發佈了該修補程式的第
二個版本以修正該問題。可解除安裝第一個安全性修補程式或安裝該修補程式的 2.0 版本來作為
解決方案。或者，您可以將 IBM Cognos BI 伺服器配置為使用少量記憶體。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soft 支援網站中關於使用大量連續記憶體的程式失敗的 Microsoft 知識
庫文章。

啟動 IBM Cognos BI 時 IBM Cognos BI 伺服器不可用
配置 IBM® Cognos® 元件並啟動 IBM Cognos 服務後，當連線到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時，可能會
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Cognos Gateway 無法連線至 Cognos BI 伺服器。
伺服器可能不可用，也可能未正確配置 Gateway。
請查看 IBM Cognos 伺服器記錄檔，以取得詳細資訊。依預設，cogserver.log 檔案位於 c10_location/logs
目錄中。如果您為記錄訊息配置了其他目標，請檢查相應的檔案或資料庫。
如果未正確配置 Content Store，則 Content Manager 可能無法連線至 Content Store。如果出現以下情
況時，會發生這種情況：
●

Content Store 使用不支援的字元編碼

●

Content Store 使用的資料庫對照順序區分大小寫

●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指定的配置設定無效

不支援的字元編碼
如果記錄檔中出現以下訊息，則表示您為 Content Store 建立的資料庫未使用受支援的字元編碼：
●

對於 Oracle：
CM-CFG-5063 連線至 Content Store 時偵測到 Content Manager 配置錯誤。
CM-SYS-5121 Content Manager 無法啟動，因為 Content Store 的資料庫字元集不受支援。
CM-SYS-5126 Content Store 資料庫伺服器使用字元集 US7ASCII。
CM-SYS-5125 Content Store 資料庫客戶端使用字元集 US7AS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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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DB2® UDB：
CM-CFG-5063 連線至 Content Store 時偵測到 Content Manager 配置錯誤。
CM-SYS-5121 Content Manager 無法啟動，因為 Content Store 的資料庫字元集不受支援。
CM-SYS-5124 Content Store 資料庫伺服器使用代碼頁面 1252。

●

對於 Sybase：
CM-CFG-5063 連線至 Content Store 時偵測到 Content Manager 配置錯誤。
CM-SYS-5121 Content Manager 無法啟動，因為 Content Store 的資料庫字元集不受支援。

對於要連線至 Content Store 的 Content Manager，Content Store 必須使用相應的字元編碼 (如下表所列
示)。

資料庫

字元編碼

Oracle 9i

AL32UTF8
AL32UTF16

DB2 UDB

Codeset UTF-8

Sybase ASE

UTF-8

Microsoft® SQL Server

UTF8
UTF16

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必須使用正確的字元編碼重新建立 Content Store 資料庫，或轉換字元編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庫文件。

區分大小寫的對照順序
如果記錄檔中出現以下訊息，則表示您為 Content Store 建立的資料庫使用區分大小寫的資料庫對
照順序：
CM-CFG-5063 連線至 Content Store 時偵測到 Content Manager 配置錯誤。
CM-SYS-5122 Content Store 資料庫的預設對照區分大小寫。Content Manager 要求 Content Store 的對
照不區分大小寫。
CM-SYS-5123 Content Store 資料庫伺服器使用對照 <參數>。
CM-SYS-5007 Content Manager 建置版本 @cm_build_version@ 無法啟動！請檢視 Content Manager 記
錄檔，然後與您的系統管理員或客戶支援部門聯絡。
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必須使用不區分大小寫的資料庫對照順序重新建立 Content Store 資料庫。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庫文件。

無效的配置設定
如果記錄檔中出現以下訊息或類似的訊息，則表示您未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正確配置
Content Store。
●

對於 Microsoft 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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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FG-5063 連線至 Content Store 時偵測到 Content Manager 配置錯誤。
CM-CFG-5036 Content Manager 無法連線至 Content Store。連線字串為「jdbc:JSQLConnect://localhost:
1433/cm」。
登入失敗：com.jnetdirect.jsql.x：無法開啟登入「cm」中所請求的資料庫。登入失敗。url:jdbc:
JSQLConnect://localhost:1433/cm。
●

對於 DB2：
CM-CFG-5063 連線至 Content Store 時偵測到 Content Manager 配置錯誤。
CM-SYS-5003 Content Manager 無法存取 Content Store。請確認您的資料庫連線參數，然後與您
的資料庫管理員聯絡。
[IBM][CLI 驅動程式] SQL1013N 找不到資料庫別名或資料庫名稱「CM123」。

●

對於 Oracle：
CM-CFG-5063 連線至 Content Store 時偵測到 Content Manager 配置錯誤。
CM-CFG-5036 Content Manager 無法連線至 Content Store。連線字串為「jdbc:oracle:thin:@localhost:
1521:pb1」。
ORA-01017：使用者名稱/密碼無效；登入被拒絕。

●

對於 Sybase：
CM-CFG-5063 連線至 Content Store 時偵測到 Content Manager 配置錯誤。
CM-CFG-5036 Content Manager 無法連線至 Content Store。連線字串為「jdbc:sybase:Tds:localhost:
5000/cm」。
JZ006：出現 IOException：java.net.ConnectException：連線被拒絕：連線。

如果您使用的是 Oracle 資料庫，請勿將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非法字元 (例如底線) 用於服
務名稱性質。如果服務名稱包含非法字元，則啟動 IBM Cognos 服務時不會在 Content Store 資料庫
中建立表格。

適用於 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DB2 和 Sybase 的步驟
1. 在安裝了 Content Manager 的電腦上，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於 [資料存取] 下的 [Content Manager] 中，在 [Content Store] 上按一下右
鍵，然後按一下 [刪除]。
此作業會刪除預設的資源。Content Manager 必須配置為僅存取一個 Content Store。
3. 在 [Content Manager] 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新資源] > [資料庫]。
4. 在 [名稱] 方塊中，為資源鍵入一個名稱。
5. 在 [類型] 方塊中，選取資料庫的類型並按一下 [確定]。
如果您正在升級並且想要使用現有 Content Store，請確保選取您用於舊版 ReportNet® 或 IBM
Cognos BI 的資料庫類型。
如果您安裝了 IBM Cognos BI 的多個版本，則必須對每個版本均使用不同的 Content Store。如
果 Content Store 已由新版本的 IBM Cognos BI 使用，則其無法再用於舊版本的 ReportNet 或 IBM
Cognos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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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如果要使用 Oracle Net8 關鍵字-值對管理資料庫連線，請選取 [Oracle 資料庫 (進階)]。
6. 在 [性質] 視窗中，根據資料庫類型提供值：
●

如果您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庫，請為 [具有埠號或實例名稱的資料庫伺服器] 和
[資料庫名稱] 性質鍵入適當的值。
對於 [具有埠號或實例名稱的資料庫伺服器] 性質，如果您使用非預設連接埠，請提供埠
號；如果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多個實例，請提供實例名稱。
若要連線至命名的實例，您必須將實例名稱指定為 JDBC URL 性質或資料來源性質。例
如，您可以鍵入 localhost\instance1。如果未指定實例名稱性質，則建立至預設實例的連線。
請注意，為命名的實例指定的性質以及使用者 ID 和密碼、資料庫名稱均用於建立 JDBC
URL。範例如下：
jdbc:JSQLConnect://localhost\\instance1/user=sa/more properties as required

●

如果使用 DB2 資料庫，請為 [資料庫名稱] 性質鍵入資料庫別名。

●

如果您使用 Oracle 資料庫，請為 [資料庫伺服器和埠號] 和 [服務名稱] 性質鍵入適當的值。

●

如果使用進階 Oracle 資料庫，請為 [資料庫指示符號] 性質鍵入連線的 Oracle Net8 關鍵字
值對。
範例如下：
(description=(address=(host=myhost)(protocol=tcp)(port=1521)(connect_data=(sid=(orcl)))))

●

如果您使用 Sybase 資料庫，請為 [資料庫伺服器和埠號] 和 [資料庫名稱] 性質鍵入適當的
值。

7. 如果要變更登入憑證，請指定使用者 ID 和密碼：
●

按一下 [使用者 ID 和密碼] 性質旁邊的 [值] 方塊，然後在顯示編輯按鈕時，按一下該按
鈕。

●

鍵入適當的值並按一下 [確定]。

8. 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將立即對登入憑證進行加密。
9. 測試 Content Manager 和 Content Store 之間的連線。
提示：在 [瀏覽器] 視窗中，在新資料庫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測試]。
Content Manager 會連線至資料庫、檢查資料庫權限以及建立和植入表格。 該表格不會被刪除，
並且在每次重複執行該測試時都會使用該表格。

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時無法登入到名稱環境
可透過 IBM Cognos Connection 開啟 IBM® Cognos® BI。但是，當您嘗試建立資料來源並登入名稱環
境時，會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

PRS-CSE-1255 資料解密過程中遇到異常錯誤。

●

CAM-CRP-1064 由於內部錯誤，因此無法處理 PKCS #7 資料。原因：
java.lang.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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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具有以下目錄的必要權限，則可能會發生此問題：
●

c10\configuration

●

c10\configuration\csk

●

c10\configuration\encryptkeypair

●

c10\configuration\signkeypair

此解決方案旨在為必須啟動 IBM Cognos 服務的任何人啟用對上面所列目錄的讀取和執行權限。

在網路中斷後，IBM Cognos 服務無法重新啟動
IBM® Cognos® Bootstrap Service 會在網路中斷後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在 Tomcat 安裝過程中
將在內部 Dispatcher URI 內指定網路 IP 地址，所以 IBM Cognos 服務在重新啟動期間可能無法成功
初始化，從而需要在恢復網路後手動重新啟動。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配置 [內部 Dispatcher URI] 性質以使用 localhost
或網路主機名稱。

未警告：安裝新版本的 IBM Cognos BI 將自動更新舊版本的 Content Store
您的電腦上安裝了某版 ReportNet® 或 IBM® Cognos® BI。您可以較新版本安裝到新位置對於這兩個
版本，您可以使用相同的 Content Store 資料庫。配置新版本並啟動 IBM Cognos 服務後，舊版本的
ReportNet IBM Cognos BI 或將不再起作用，因為所有內容均已自動升級。
如果升級後您要使用不同版本的 ReportNet 和 IBM Cognos BI，請確保在安裝新版本之前，先執行
以下動作：
●

備份用於 Content Store 的資料庫

●

將備份復原到新位置

或者，您可以選擇使用部署工具將整個 Content Store 從較早版本匯入到較新版本。Content Store 資
料庫中的所有既有內容均被匯入的內容取代。您會收到有關此作業的警告訊息。

資源下載失敗
您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啟動了 Report Studio，並且將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指定的資源下載失敗。
如果您尚未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設定語言偏好設定，則此問題可能會由最近的 Microsoft® XMLHTTP
升級導致。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指定語言偏好設定。

從 AIX 進行連線時 DB2 傳回 SQL1224N 錯誤
如果您的 Content Store 為 DB2® 資料庫，並且您收到了關於 AIX® 的 SQL1224N 錯誤，請查看
db2diag.log 檔案，以取得有關此錯誤的其他資訊。
如果此錯誤包含原因代碼 18，則您可能需要變更 DB2 配置以接受更多連線。如需 SQL1224N 錯誤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IBM® DB2 支援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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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IBM Cognos BI 時發生 Content Manager 錯誤
啟動 IBM® Cognos® BI 後，未啟動 BIBUSTKSERVMA 程序。在 pogo******.log 和 cogserver.log 檔案
中列示了錯誤。連線到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時，使用者會在瀏覽器中收到錯誤。
在 pogo******.log 檔案中，顯示與 Content Manager 相關的錯誤。
在 cogserver.log 檔案中，會顯示以下錯誤：
在 Content Manager 中嘗試註冊 Dispatcher 未成功。將定期重試。
連線至 http://computer name/ibmcognos 時，會在瀏覽器中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

DPR-ERR-2058 Dispatcher 此時無法處理請求。Dispatcher 仍在初始化

●

SoapSocketException：連線被拒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使用使用者 ID 繫結至 LDAP 資料庫。如果將此使用者 ID 移至其他群組，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無法再找到它。
若要修正此問題，請將使用 ID 移回至原始群組。

Content Manager 無法啟動，或啟動需要很長時間
在 Microsoft® Windows® 上，您嘗試在安裝了 Content Manager 的電腦上啟動服務。在啟動服務時，
顯示包含錯誤的類似以下明細：
DPR-CMI-4006 無法確定有效的 Content Manager。將定期重試。
CM-SYS-5007 Content Manager 版本 x.x.x.x 無法啟動！
錯誤記錄中的明細還可能包括對 OutOfMemoryError 的參考。
要解決此問題，請使用 DuseCMLargeResultSet 參數啟動服務。您可以將參數新增至引導配置檔案，
然後使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啟動服務，或將參數新增到啟動配置檔案，然後執行檔案。

使用引導配置檔案的步驟
1. 前往 c10_location\bin 目錄，然後在 XML 編輯器中打開 bootstrap_win32.xml。
2. 找到以 <param>"${install_path} 開始的區段。
3. 將 DuseCMLargeResultSet 參數新增到該區段 (以下範例中以粗體文字顯示的位置)。
<param>"-Dcatalina.base=${install_path}/tomcat"</param>
<param>"-Dcatalina.home=${install_path}/tomcat"</param>
<param>"-Djava.io.tmpdir=${temp}"</param>
<param>"-DuseCMLargeResultSet=true"</param>

4. 儲存並關閉檔案。
5.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並啟動服務。

使用啟動配置檔案的步驟
1. 前往 c10_location\bin 目錄，然後在文字編輯器中打開 startup.bat。
2. 尋找以下行：
set CATALINA_OPTS=-Xmx768m -XX:MaxNewSize=384m -XX:NewSize=192m -XX:MaxPermSize=128m
%DEBUG_O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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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 DuseCMLargeResultSet 參數附加到行 (以下範例中以粗體文字顯示的位置)：
set CATALINA_OPTS=-Xmx768m -XX:MaxNewSize=384m -XX:NewSize=192m -XX:MaxPermSize=128m
%DEBUG_OPTS%-DuseCMLargeResultSet=true

4. 儲存並關閉檔案。
5. 透過執行 startup.bat 檔案來啟動服務。

DPR-ERR-2014 Content Manager 電腦上的記錄檔中顯示錯誤
如果 Content Manager 安裝在獨立的電腦上，並關閉 Content Manager 電腦上的事件管理服務，則在
cogserver.log 檔案中可能會出現以下錯誤訊息：
DPR-ERR-2014 無法對請求進行負載平衡，因為叢集中無可用節點或未為服務配置節點：
eventManagementService
若要修正此問題，請執行以下作業：
●

在 Content Manager 電腦上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

在 [瀏覽器] 窗格中，移至 [環境] > [IBM Cognos 服務]。

●

將 [是否啟用事件管理服務？] 性質設定為 [False]。

安裝目錄中的非 ASCII 字元會導致執行階段錯誤
在所有作業系統上，如果您在 IBM® Cognos® BI 的安裝目錄中使用非 ASCII 字元，則會導致執行時
錯誤。還會導致某些產品功能 (例如報表執行) 無法執行。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在預設目錄中安裝 IBM Cognos BI 或使用僅包含 ASCII Latin-1 字元的目錄名
稱。

無法開啟 MS Cube 或 PowerCube
您無法開啟 MS Cube 或 PowerCube，或者您可以開啟 MS Cube 但僅顯示中繼資料。對於 MS Cube，
您可能會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MO-ERR-0030
「無法連線至資料來源。請設定服務以作為具有正確權限的網域使用者執行。」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確保執行 IBM® Cognos® BI 服務的使用者擁有存取 Cube 的權限。
PowerCubes 可透過對映的磁碟機或 UNC 路徑名稱進行存取。

適用於 MS Cube 的步驟
1. 將啟動 IBM Cognos 服務的網域使用者帳戶新增至 [作為作業系統的一部分] 權限：
●

在 [管理工具] 下，選取 [本機安全性原則]。

●

展開 [安全性設定]、[本機原則]，然後按一下 [使用者權限指派]。

●

在 [作為作業系統的一部分] 原則上按一下右鍵並選取 [內容]。

●

按一下 [新增使用者或群組] 並新增啟動 IBM Cognos 服務的使用者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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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使用網域使用者 ID 和密碼驗證方法，請將啟動 IBM Cognos 服務的使用者帳戶新增至
包含 Content Manager、應用程式層元件、IIS Web 伺服器和資料來源伺服器 (Microsoft® SQL
Server 或 Microsoft Analysis Server) 的網域。
3. 如果您使用外部名稱環境 (例如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 進行驗證，請將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的使用者帳戶新增至包含驗證提供程式的網域。
此網域還必須包含 Content Manager、應用程式層元件、IIS Web 伺服器和資料來源伺服器
(Microsoft SQL Server 或 Microsoft Analysis Server)。
如需有關為進行驗證配置外部名稱環境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中有關驗證
提供程式的主題。

適用於 PowerCubes 的步驟
●

請確保 IBM Cognos 使用者設定檔具有足夠的作業系統或網域存取權限可以開啟 PowerCube 檔
案。

在 Windows 2003 中啟動 IBM Cognos BI 時未找到頁面
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 2003 上安裝 IBM® Cognos® BI 後，當您嘗試啟動 IBM Cognos BI 時
可能會顯示以下訊息：
未找到頁面。您正在尋找的頁面可能已被移除、其名稱已變更或暫時不可用。HTTP 錯誤 404 - 未
找到檔案目錄。
此錯誤由 Windows 2003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中的安全性功能導致。此安全性功能不允
許未知的 cgi 副檔名。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在 IIS 中為 cognos.cgi 檔案新增副檔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IIS 文件。

安裝 IBM Cognos BI 後，開啟入口網站時不顯示頁面
安裝並配置 IBM® Cognos® BI 後，您無法連線到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
這可能是由於未正確配置 Web 伺服器導致的。例如，IBM Cognos BI 所需的虛擬目錄可能不存在，
或者虛擬目錄可能指向錯誤的物理資料夾。
如需有關配置 Web 伺服器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DPR-ERR-2058 啟動 IBM Cognos BI 時在 Web 瀏覽器中出現錯誤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啟動服務，然後嘗試開啟入口網站後，可能會顯示一條類似於以
下其中一條訊息的訊息：
DPR-ERR-2058 Dispatcher 在處理請求時遇到錯誤。XTS 處理程式必須先初始化才能呼叫。
DPR-ERR-2058 Dispatcher 此時無法處理請求。Dispatcher 仍在初始化。請重試或與管理員聯絡。
在 Dispatcher 無法與 Content Manager 通訊時通常出現這些錯誤訊息。為了協助您確定具體原因，
請查看 c10_location/logs 目錄中的 cogserver.log 檔案。下面列示了最常見的原因及解決方案。

IBM Cognos 服務未完成初始化
請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啟動服務且配置工具顯示服務正在執行後，等待幾分鐘直至所有
服務均啟動再開啟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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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Manager 不可用
在分散式安裝過程中，請確保已安裝、配置 Content Manager 且其正在執行。還請確保已使用正確
的 Content Manager URI 配置其他 IBM Cognos 電腦。

Content Store 不可用或未正確配置
請確保已建立 Content Store 資料庫以及已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對其正確配置。

未在 Content Store 中建立表格
請確保您使用的是 IBM Cognos 元件支援的 DB2®、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 或 Sybase 的某個
版本。

Content Store 的登入憑證不正確
請檢查資訊是否已變更。例如，DB2 將從 NT 使用者管理中讀取資訊。如果 NT 帳戶的密碼變更，
則您還必須變更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 Content Store 的登入憑證。
檢查登入密碼中是否存在特殊字元。有時候，JDBC 驅動程式會不接受為 xml 保留的字元，例如
%、!、< 和 >。

使用者沒有適當的權限
請確保使用者具有適當的權限。

HP-UX 上記憶體不足
如果您使用的是 Tomcat，則您可以確定與 HP-UX 伺服器配置相關的問題。您可能要超出每個程序
預期的同時作用的最大執行緒數。
檢查 HP-UX 配置是否存在問題的步驟
1. 在 /bin/startup.sh 檔案中，尋找
../tomcat/bin/catalina.sh start "$@"
2. 將其變更為以下內容：
../tomcat/bin/catalina.sh run "$@"
執行指令會導致 Tomcat 輸出顯示在 IBM Cognos BI 的主控台視窗中。
3. 使用 ./shutdown.sh 指令停止 IBM Cognos BI，然後使用 ./startup.sh 指令重新啟動它。
如果在任何應用程式伺服器的主控台視窗中顯示以下錯誤訊息，則表示 HP-UX 配置有問題：
OutofMemoryException 錯誤：無法在 HP-UX 上建立新的本地執行緒。
問題在於 HP-UX 11.0 和 11i 的預設值對大多數 JavaTM 應用程式而言設定得太低。
提示：您可以透過使用在 JDK 1.1.8 中提供的 -eprof 選項並透過使用 HPjmeter (透過選取執行緒
計量資料) 分析 Java.eprof 檔案，檢查程序中的執行緒數。

增加每個程序中最大執行緒數的步驟
1. 讓您的系統管理員變更 Kernel 參數，如下所示：
●

max_thread_proc = 512

●

nkthread =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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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確保未限制 ulimit 設定。

Content Manager 無法連線至 Oracle 上的 Content Store
如果您將 Oracle 資料庫用作 Content Store，則在登入到入口網站 http://host_name/ibmcognos 時可能
會產生 DPR-ERR-2058 錯誤。所有表格均在該資料庫上建立。
您還可能會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

CM-CFG-5036 Content Manager 無法連線至 Content Store。

●

ORA-01017：使用者名稱/密碼無效；登入被拒絕

設定 Oracle 資料庫伺服器名稱的步驟
1.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按一下 [資料存取] > [Content Manager] > [Content Store]。
2. 將 Oracle 資料庫伺服器名稱變更為完全限定名稱 (例如 host_name.companyname:1534) 以與
tnsnames.ora 檔案中的名稱相符。

Report Studio 未啟動
如果您的電腦上使用了跳出式視窗攔截軟體，則可能無法啟動 Report Studio。
啟動 Report Studio 時，其將在新的瀏覽器視窗中開啟。此外，當您執行報表及偵測到錯誤時，會
開啟新的瀏覽器視窗。
若要修正此問題，請在使用 Report Studio 時關閉所有跳出式視窗攔截軟體。

DPR-ERR-2022 啟動 IBM Cognos BI 時在 Web 瀏覽器中出現錯誤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啟動服務，然後嘗試開啟入口網站後，可能會顯示一條類似於以
下訊息的訊息：
DPR-ERR-2022 未產生任何回應。這可能是由於配置不正確、安裝受損或 Dispatcher 尚未完成初始
化導致的。

開啟入口網站太快
如果您嘗試在 IBM Cognos 服務初始化之前開啟入口網站，則可能會出現此問題。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啟動服務且配置工具顯示服務正在執行後，等
待幾分鐘直至所有服務均啟動再開啟入口網站。

system.xml 檔案包含錯誤
system.xml 檔案可能已被編輯。
請使用備份副本取代 c10_location\templates\ps\portal 目錄中的 system.xml 檔案，或使用 XML 編輯器
編輯它。

在 Linux 上安裝某些語言期間出現損毀字元
在 Linux® 的韓文、中文 (簡體或繁體) 或日文系統上執行安裝精靈時，您可能會在裝期間所顯示的
使用者介面對話方塊或訊息中看到損毀的字元。
若要避免安裝期間使用者介面中出現損毀字元問題，您可以使用以下解決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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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Linux 伺服器上配置亞洲字型：
●

將區域設置設定為 utf8。
例如，
ko_KR.utf8、ja_JP.utf8、zh_CN.utf8 或 zh_TW.utf8

●
●

請確保 X 伺服器上提供亞洲語言字型集 *medium-r*--14*。

使用 IBM® Cognos® BI 產品隨附的預設 response.ats 檔案執行自動安裝。如需有關設定自動安裝
的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無法下載 cognos.xts 檔案
安裝 IBM® Cognos® BI 後，在連線至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時系統會提示您下載 cognos.xts 檔案。
可能會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您已選擇從此位置下載檔案。Servername 中的 cognos.xts
當虛擬目錄上的權設定不正確時即會出現此問題。您必須在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IIS) 中提供具有執行權限的 cgi-bin 虛擬目錄。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在 IIS 中重新建立具有以下表格中權限的虛擬目錄 (其中 c10_location 表示安裝
位置)。

別名

路徑

權限

ibmcognos

c10_location\webcontent

讀取

ibmcognos\ cgi-bin

c10_location\cgi-bin

讀取執行

例如，預設安裝位置為 C:\Program Files\IBM\Cognos\c10。

應用程式伺服器啟動指令碼失敗
如果將 IBM® Cognos® BI 元件安裝在名稱包含空格的目錄中，則在執行應用程式伺服器的啟動指令
碼以部署 IBM Cognos 應用程式時可能會遇到問題。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重新安裝到新目錄並確保新名稱中不包含空格。如果此解決方案不能由啟動
指令碼輕鬆地運用，請嘗試用引號括住含空格的目錄名稱或使用 8.3 DOS 命名慣例。

在 AIX 上的 WebLogic 應用程式伺服器下執行 IBM Cognos BI 失敗
在 AIX® 上的 WebLogic 管理主控台中，IBM® Cognos® BI 伺服器實例可能會進入 FAILED_NOT_
RESTARTABLE 狀態。大量核心檔案和 JavaTM 核心檔案將被寫入 IBM Cognos BI 網域目錄。IBM
Cognos BI 將終止並將無法透過入口網站進行存取。
僅在透過 WebLogic 管理主控台啟動 IBM Cognos BI 托管節點時才會出現這種行為。請改用 WebLogic
啟動指令碼啟動 IBM Cognos BI 托管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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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IBM Cognos BI 部署至 Oracle 應用程式伺服器或 IBM WebSphere 應用程式伺服器
失敗
將 IBM® Cognos® BI 部署至 Oracle 應用程式伺服器或 IBM WebSphere® 應用程式伺服器，可能會因
以下任何錯誤而失敗：
●

管理主控台中的瀏覽器逾時

●

HTTP 500 內部錯誤

●

部署失敗：基本異常：java.rmi.RemoteException (Oracle)

●

返回至應用程式檔案選取頁面 (IBM WebSphere)

這些錯誤可能會因您嘗試部署的應用程式檔案太大而發生。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執行以下作業：
●

如果您使用的是 [建置應用程式精靈]，請在選取要建置的應用程式時清除 [包括 Webcontent 資
料夾中的靜態檔案] 核選方塊。
這會減小應用程式檔案的大小。如果需要靜態內容，則您可以在成功將 IBM Cognos BI 部署至
應用程式伺服器後，手動將靜態內容複製到部署的應用程式位置。

●

如果您正在為 Oracle 應用程式伺服器手動部署應用程式檔案，請鍵入以下指令：
dcmctl deployapplication -f path_and_name_of_ear_file -a application_name -co OC4J_instance_name
Oracle 版本 3 不支援此指令。

如需有關將 IBM Cognos BI 部署至應用程式伺服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將 p2pd.war 檔案部署到 WebLogic 時發生無法反序列化內容屬性錯誤
將 p2pd.war 檔案部署到 WebLogic 時，您可能會看到以下錯誤：
錯誤 [內容] 無法反序列化內容屬性
java.io.NotSerializableException: com.cognos.logserver.LogService
此錯誤不會影響 p2pd.war 檔案的部署。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至少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新增一個語言偏好設定。

在 WebLogic 應用程式伺服器上升級 IBM Cognos BI 後顯示錯誤
您正在使用 WebLogic，並從舊版本升級 IBM® Cognos® BI。為新安裝部署 p2pd.war 檔案後，可能會
顯示類似於以下訊息的訊息：
<BEA-101215> <格式錯誤的請求「空」。請求解析失敗，代碼：-10>
如果您從 WebLogic 中解除部署 IBM Cognos BI，而且舊版本中的一些檔案未從系統中移除，則可
能會出現此情況。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將管理工具用於您的應用程式伺服器以確保 IBM Cognos BI 已解除部署。如需
有關取消部署應用程式的資訊，請參閱應用程式伺服器文件。
如果解除部署過程中未移除最初部署 IBM Cognos BI 的目錄，請刪除該目錄。另外，請移除在您應
用程式伺服器環境中快取的所有 IBM Cognos BI .jar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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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先前安裝中的所有檔案後，您便可以部署 IBM Cognos BI。

升級後中文字元、日文字元或韓文字元不同
如果您使用中文、日文或韓文字元，從 IBM ReportNet® 升級到 IBM® Cognos® BI 後，您可能會發現
某些字元有所不同。
範例
●

執行既有報表。當您將輸出與 ReportNet 中的同一報表進行比較時，您會看到某些字元不同。

●

執行您曾在 ReportNet 中執行過的搜尋，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出現差異的原因是，於中文、日文和韓文的轉換表已被修改以符合全局標準。如果您的報表規格
或搜尋篩選器包含使用常量值的表示式，則可能會受影響結果。
如果您想使用在 ReportNet 中使用的同一轉換表，請在 c10_location\bin 目錄中執行以下指令碼：
●

在 UNIX® 上，鍵入
conv_compat.sh

●

在 Linux® 上，鍵入
conv_compat.sh

●

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中，鍵入
conv_compat.cdm

在 Linux 上安裝 IBM Cognos BI 後，重音字元或雙位元組字元可能不會正確顯示
如果您正在使用 UTF-8 區域設置下的 issetup，則重音字元或雙字節字元可能會不正確顯示。
若要解決此問題，在德文或法文環境下進行安裝時，請使用非 UTF-8 區域設置，然後啟動 issetup
來安裝 IBM® Cognos® BI。
若要解決此問題，在日文環境下進行安裝時，請將 X Terminal 的編碼設定變更為 Shift-JIS，然後使
用自動安裝來安裝 IBM Cognos BI。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RSV-SRV-0066 傳回 soap 錯誤或 RQP-DEF-0114 使用者已取消此請求 錯誤顯示在高
端使用者載入環境中
如果您具有較大使用者負載 (超過 165 個使用者) 且交互式報表在分佈式安裝中連續執行，則這些
錯誤可能會顯示在 IBM® Cognos® cogserver.log 中。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增大 webapps/p2pd/WEB-INF/services/reportservice.xml 檔案中的 async_wait_timeout_
ms 參數。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I 安裝和配置指南》。
另外，請將佇列時間限制設定增加至 360。

配置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時遇到問題
安裝 IBM® Cognos® BI 元件後，在儲存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變更時您可能會遇到問題。
請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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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其他元件之前，請先在 Content Manager 所在的電腦上配置並啟動服務

●

對配置進行任何變更後，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配置工具 cogconfig.sh 傳回的值與傳統 UNIX 傳回的值不符合
在 UNIX® 平台上，配置工具指令 cogconfig.sh 為不成功的執行傳回了 0，為成功執行傳回了 1。這
些傳回的值與傳統 UNIX 傳回的結果不符合，其中傳回值 0 指示執行成功，非零值指示錯誤。
不符合的行為將在以後的版本中得到更正。在利用新行為之前，您可能需要對客戶應用程式和指
令碼進行變更。

執行資料庫和索引清除指令碼
在某些故障排除情況中，可能會建議您以新的配置資料開始。
您可以執行 SQL 指令碼來刪除 IBM® Cognos® BI 元件使用的以下任何資料庫中的所有表：
●

用於 IBM Cognos BI 進行作業所需之資料的 Content Store

●

用於報表通知的傳送資料庫

●

用於計量資料套件內容和 Metric Studio 使用者偏好設定的 Metric Store

●

人力任務和註解資料庫

您可以執行 SQL 指令碼來刪除以下資料庫中的所有表格和索引：
●

用於記錄訊息的記錄資料庫

刪除表格時，其結構定義和資料會從資料庫中永久刪除。對於 Metric Store，資料庫物件也可能被
刪除。
從記錄資料庫刪除索引後，會將其從資料庫永久刪除。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時，在配置設定指定的位置自動建立一組新的必要資料庫表格和索引。

步驟
1. 在 Content Manager 所在的每台電腦上，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前往相應的目錄：
●

若要刪除記錄資料庫中的表格和索引，請前往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schemas\logging。

●

若要刪除 Content Store 中的表格，請前往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schemas\content。

●

若要刪除通知資料庫中的表格，請前往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schemas\delivery。

●

若要刪除 Metric Store 中的表格，請前往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schemas\cmm。

●

若要刪除人力工作和註解資料庫中的表格，請前往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schemas\hts。

3. 前往相應的資料庫目錄。
4. 根據資料庫和資料庫類型，在對應的資料庫工具中，執行以下其中一個指令碼以刪除表格。
以下表格列出了用於 Content Store 資料庫的指令碼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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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類型

指令碼名稱

DB2®

dbClean_db2.sql

z/OS® 上的 DB2

dbClean_db2zOS.sql

Derby

dbClean_derby.sql

Informix®

dbClean_informix.sql

Microsoft® SQL Server

dbClean_mssqlserver.sql

Oracle

dbClean_oracle.sql

Sybase

dbClean_sybase.sql

以下表格列出了用於通知資料庫的指令碼名稱。

資料庫類型

指令碼名稱

DB2

NC_DROP_DB2.sql

z/OS 上的 DB2

NC_DROP_DB2.sql

Derby

NC_DROP_Derby.sql

Informix

NC_DROP_IFX.sql

Microsoft SQL Server

NC_DROP_MS.sql

Oracle

NC_DROP_ORA.sql

Sybase

NC_DROP_SYBASE.sql

以下表格列出為記錄資料庫清理表格和索引的指令碼名稱。
對於 Informix，如果在 Informix 實例上託管了多個稽核記錄資料庫並在同一時間使用這些資料
庫，則必須編輯索引清除指令碼。請參閱步驟 5。

資料庫類型

指令碼名稱

DB2

LS_dbClean_db2.sql
LS_dbCleanIndexes_db2.sql

z/OS 上的 DB2

LS_dbClean_db2zOS.sql
LS_dbCleanIndexes_db2zOS.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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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類型

指令碼名稱

Derby

LS_dbClean_derby.sql
LS_dbCleanIndexes_derby.sql

Informix

LS_dbClean_informix.sql
LS_dbCleanIndexes_informix.sql

Microsoft SQL Server

LS_dbClean_mssql.sql
LS_dbCleanIndexes_mssql.sql

Oracle

LS_dbClean_oracle.sql
LS_dbCleanIndexes_oracle.sql

Sybase

LS_dbClean_sybase.sql
LS_dbCleanIndexes_sybase.sql

以下表格列出了用於 Metric Store 資料庫的指令碼名稱。

資料庫類型

指令碼名稱

DB2

cmm_uninstall dbalias username password
僅在已對具有相同名稱的資料庫編製目錄時才指定資料庫別名。

Microsoft SQL cmm_uninstall metric_store_name database_name Admin_user_name password
Oracle

cmm_uninstalldatabase_name database_user_name password
使用 tnsnames.ora 檔案 (該檔案參考 Metric Studio 的資料庫 SID) 中的名稱取代
database_name

以下表格列出了用於人力工作和註解資料庫的指令碼名稱。

資料庫類型

指令碼名稱

所有類型

humanTaskService-dropScript.sql

5. 如果在 Informix 實例上託管了多個稽核記錄資料庫，請執行以下作業：
●

前往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schemas\logging\informix，然後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檔案 LS_
dbCleanIndexes_informix.sql。

●

使用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建立 IPFSCRIPTIDX 性質時指定的值取代每個
IPFSCRIPTIDX 實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中有關指定記錄訊息儲
存庫的主題。

●

儲存並關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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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儲存配置後嘗試加密資訊時發生錯誤
使用配置工具儲存配置時，您可能會看到無法加密加密資訊的錯誤訊息。從憑證機構請求認證時
發生錯誤。
無法加密加密資訊。您確定要以純文字儲存配置嗎？
必須配置安裝了 Content Manager 的電腦並且該電腦正在執行，才能加密配置設定。在 UNIX® 上，
確保您已將相應的 .jar 檔案複製到 JavaTM Runtime Environment 的安裝位置。此外，確保您的 Java 環
境正確配置，URI 正確，並且已為所有 Content Manager 電腦配置了相同的憑證機構密碼。
在 Linux® 上，確保您已將相應的 .jar 檔案複製到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的安裝位置。
另外，可能會顯示類似於以下內容的錯誤訊息：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javax/net/ServerSocketFactory。
加密錯誤通常意味著 Java 環境未正確配置。請確保正確設定 JAVA_HOME 環境變數並安裝相應的
安全性提供程式 (例如用於 JRE 1.5 的 JSSE)。

檢查配置的步驟
1. 在 Content Manager 電腦上，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按一下 [環境]。
3. 在 [性質] 視窗中，驗證這些性質：
●

在 [Gateway 設定] 下 > [Gateway URI]

●

在 [Dispatcher 設定] 下 > [外部 Dispatcher URI] 和 [內部 Dispatcher URI]

●

在 [其他 URI 設定] 下 > [用於外部應用程式的 Dispatcher URI] 和 [Content Manager URI]

4.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按一下 [安全性] > [加密] > [Cognos]。
5. 在 [性質] 視窗中的 [憑證機構設定] 下，按一下 [密碼] 的值。
請確保在所有 Content Manager 電腦上使用相同的密碼。
6. 儲存配置並重新啟動 IBM Cognos BI。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產生加密金鑰時出現問題
解除安裝 IBM® Cognos® BI 時，會保留某些暫存資料夾。在未事先移除暫存資料夾的情況將產品重
新安裝到相同位置可能導致嘗試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產生加密金鑰時出現問題。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解除安裝 IBM Cognos BI，移除 c10_location/temp/cam 資料夾，然後再次安裝
IBM Cognos BI。

CAM-CRP-1315 儲存配置時發生錯誤
儲存配置時，您可能會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CAM-CRP-1315 目前配置指向的信任網域不同於初始配置的信任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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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的信任網域發生變更後會發生此錯誤。信任網域由與 Content Store 相關聯的憑證機構管理。
如果您最初使用的 Content Store 已被移除，或者如果在儲存原始配置後修改了配置以使用與其他
Content Store 相關聯的 Content Manager，則可能會發生此錯誤。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變更您的配置以使用原始 Content Store 或重新產生加密金鑰。

重新產生加金鑰的步驟
1. 在 Content Manager 電腦上，透過將以下目錄儲存至安全的備用位置來備份既有加密金鑰：
●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csk

●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encryptkeypair

●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signkeypair

2. 刪除 csk、encryptkeypair 和 signkeypair 目錄。
3.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儲存配置並重新啟動服務。
4. 在所有安裝 IBM Cognos BI 元件的電腦上重複執行步驟 1 到 3。

CAM-CRP-0221 登入到入口網站時發生錯誤
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 (32 位元或 64 位元系統) 上安裝 IBM® Cognos® BI 並將 IBM HTTP
Server 配置為 Gateway 時，嘗試登入到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會導致包含以下內容的錯誤訊息出
現：
CAM-CRP-0221 無法載入在配置檔案中指定的提供程式「CAM_Crypto_TOpenSSL.dll」。
當載入不相容的 OpenSSL 資料庫版本時，會發生此錯誤。若要解決此問題，請載入 IBM Cognos BI
隨附的 OpenSSL 資料庫。

步驟
1. 在 Gateway 電腦上，前往 IBM_HTTP_location\conf 目錄，並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httpd.conf。
2. 將以下行新增到檔案中：
LoadFile "c10_location/cgi-bin/ssleay32.dll"
LoadFile "c10_location/cgi-bin/libeay32.dll"

其中 c10_location 是 IBM Cognos BI 安裝目錄的路徑。

手動變更安裝目錄名稱會影響在應用程式伺服器下執行的安裝
您已使用安裝精靈安裝 IBM® Cognos® BI，隨後重新命名了安裝目錄或手動將內容複製到其他目
錄。嘗試在應用程式伺服器中執行 IBM Cognos BI 時，您可能會遇到以下問題之一：
●

IBM Cognos BI 未啟動。

●

記錄目錄為空。

●

記錄包含連結錯誤或不適合的連結錯誤。

手動變更安裝目錄時，IBM Cognos BI 根目錄中的資訊會變得無效。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必須在建
立要部署到應用程式伺服器的 IBM Cognos BI 應用程式檔案之前更新 IBM Cognos BI 根目錄，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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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原始位置重新安裝 IBM Cognos BI。如果您重新安裝 IBM Cognos BI，請遵循此程序，以進行
升級。

步驟
1. 在新的或重新命名的安裝目錄中，於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webapps/p2pd/WEB-INF/
classes/cogroot.link。
2. 使用新的安裝目錄位置取代該路徑，然後儲存該檔案。
3. 若要建置要部署到應用程式伺服器的應用程式檔案，請從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的 [動作]
功能表中選取 [建置應用程式檔案]。
4. 如果在更新 cogroot.link 檔案之前建置了應用程式檔案並將其部署到應用程式伺服器，則會復
原部署。
5. 將新應用程式檔案部署到應用程式伺服器。
如需有關為其他應用程式伺服器配置 IBM Cognos BI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配置資料已被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的其他實例鎖定
您可能會收到配置資料已被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的其他實例鎖定的錯誤訊息。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它會檢查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中是否存在 cogstartup.lock 檔
案。如果先前的實例未正確關閉或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的其他實例正在執行，則該檔案可能
存在。
如果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的其他實例正在執行，則您應離開該實例。否則，您對本端配置進
行的任何變更均可能導致錯誤。
如果沒有其他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實例正在執行，請刪除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中的
cogstartup.lock 檔案。
如果 IBM Cognos 服務已停止，請按一下 [啟動]。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使用僅鍵盤導覽時無法離開 Tab 順序
如果使用 Tab 鍵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瀏覽，則在離開 Tab 順序時可能會遇到問題。例
如，在 [性質] 視窗中，您可以按 Tab 鍵從一個性質移動到另一個性質。
但是，由於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是 JavaTM 應用程式，因此當您要關閉 [性質] 視窗時，必須按
Ctrl+Tab。

無法儲存配置
由於您缺少資源，因此可能無法儲存您的配置。例如，您刪除了諸如 Cognos 名稱環境、加密提供
程式或 Content Store 等資源。您可以使用 Oracle、DB2® 或 Sybase 取代 Content Store 的預設資料庫
類型。您無法取代 Cognos 名稱環境。您可以重新建立它，但隨後必須重新建立 Cognos 群組和角
色。

重新建立 Cognos 名稱環境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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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的 [安全性] 下，於 [驗證] 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新資源] > [名稱環
境]。
3. 在 [名稱] 方塊中，為資源鍵入一個名稱。
4. 在 [類型] 方塊中，按一下 [Cognos]，然後按一下 [確定]。
Cognos 名稱環境隨即顯示在 [瀏覽器] 視窗中。
5. 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發生 Java 錯誤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您可能會收到 JavaTM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已變更且目前
加密資訊與新 JRE 不相容的錯誤訊息。然後，系統可能會提示您重新產生新 JRE 的加密資訊或離
開以切換回先前的 JRE。
該錯誤可能由以下其中一個原因所致：
●

您的配置資料是使用不同於 IBM Cognos BI 元件目前使用的 JRE 加密的。

●

加密資訊可能已損壞。

如果在錯誤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重新產生]，則會停止 IBM Cognos 服務並重新產生加密資訊。
如果在錯誤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離開]，則您必須將 JAVA_HOME 環境變數設定為指向您用於儲存
配置的 JRE。
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上，如果想讓 IBM Cognos BI 元件使用依預設安裝的 JRE，請解除
設定 JAVA_HOME 或將 JAVA_HOME 設定為 c10_位置/bin/jre。
附註：如果您要從一個 JRE 變更為另一個，請參閱有關變更 IBM Cognos BI 元件使用的 JVM 版本
的主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發生加密錯誤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可能會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加密資訊可能已損壞或 cogstartup.xml 檔案無效。您可能必須修復此檔案，或從磁碟中將其移除。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IBM Cognos BI 元件在 cogstartup.xml 檔案中偵測到錯誤時會發生此錯誤。手動編輯 cogstartup.xml 檔
案且變更的文字中存在錯誤時會發生此錯誤。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使用備份位置中的副本取代該 cogstartup.xml 檔案。

目前配置設定未套用至您的電腦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變更預設性質值或向您的安裝中新增資源。儲存目前配置後，您
可能看不到變更或無法在執行階段環境中使用該源。
若要將新設定套用至您的電腦，您必須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從 [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相應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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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IBM Cognos 服務目前正在執行，請按一下 [重新啟動]。
此動作將啟動所有未執行的已安裝服務並重新啟動正在執行的服務。如果您想重新啟動特
定服務，請在 [瀏覽器] 視窗中選取服務節點，然後從 [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 [重新啟動]。

●

如果 IBM Cognos 服務已停止，請按一下 [啟動]。
此動作將啟動所有已安裝但未執行的服務。如果您想啟動特定服務，請在 [瀏覽器] 視窗
中選取服務節點，然後從 [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 [啟動]。

CM-CFG-029 嘗試儲存指定 Microsoft SQL Server Content Store 的配置時發生錯誤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嘗試儲存配置時，會在 cogserver.log 檔案中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CM-CFG-029 Content Manager 無法確定 Content Store 是否已初始化。
執行權限在物件「sp_tables」、資料庫「master」、所有人「dbo」上被拒絕。
這表示您不具有初始化 Content Store 或在資料庫中建立表的正確權限。
解決方案是：確保 Content Store 使用者具有在主資料庫中使用 sp_tables 儲存程序的權限。

適用於 System Z 的 Linux 上出現「找不到 DB2」的錯誤
您已安裝了 IBM® Cognos® BI，在執行 C8DB2.sh 指令碼後，您會看到將顯示或向記錄檔中寫入一
條錯誤訊息，指明找不到 DB2®：
可使用以下步驟解決此問題：
1. 為在執行指令碼時輸入的使用者建立一個以使用者的主目錄作為 sqllib/db2profile 來源的設定
檔。
例如 .profile 包含的內容應與以下內容類似：
if [ -f /home/db2user/sqllib/db2profile ]; then
./home/db2user/sqllib/db2profile
fi

2. 重新執行 C8DB2.sh 指令碼。

為容錯轉移配置 Content Manager 時發生 DPR-ERR-2079
您配置了多台電腦作為待機電腦以確保 Content Manager 的容錯轉移。但是，使用者會看到以下錯
誤訊息：
DPR-ERR-2079 安全防火牆拒絕。安全防火牆拒絕了您的請求
如果您未將所有待機電腦配置為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的有效主機，則會出現此錯誤訊
息。
若要解決此問題，在每台分佈式電腦上，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然後輸入您要配置為失
敗接管的所有電腦的名稱。

步驟
1. 在 [瀏覽器] 窗格中，按一下 [安全性] >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2. 在右側窗格中，在 [有效的網域或主機] 旁邊的 [值] 欄中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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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編輯] 按鈕。
4. 輸入您要為容錯轉移配置的所有電腦的名稱。
5. 儲存並啟動配置。

使用 JRE 1.5 在 Solaris 中匯入大型 Content Store 失敗
匯出時，如果您匯出的 Content Store 大於 2 GB，然後嘗試使用 JRE 1.5 在 Solaris 中匯入大型 Content
Store，則匯入失敗，並顯示錯誤訊息「CM-SYS-5001 Content Manager 發生內部錯誤。」
這是由於 Solaris 上 的 JRE 1.5 中的錯誤。請使用 JRE 1.4.2。

在 Windows 中匯入大型部署時發生 Java 虛擬機當機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下的 JavaTM 虛擬機器可能會在以下情況下發生當機。
1. 最大的 Java 記憶體設定為 [中] (1152MB) 或更高。
2. 您正從舊版本的 IBM Cognos BI 中匯入大型檔案庫。
3. 檔案庫包含需要升級的大型模型。
若要解決該問題，請將最大 Java 記憶體設定設定為 [小] (768MB)。

系統提示使用者輸入 Active Directory 憑證
對 IBM® Cognos® BI 進行如下配置時，單一登入機制不起作用：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 NT® 電腦上執行。

●

已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提供程式配置驗證名稱環境。

●

為整合 Windows 驗證配置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2003 伺服器上的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因此，系統會提示使用者輸入其 Active Directory 憑證。
發生此問題的原因是，IBM Cognos BI 作用中目錄提供程式將 ADSI 協定和 Kerberos 委派用於單一
登入環境中的驗證。當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在 Windows NT 上執行時，其無法使用 Kerberos 委
派進行驗證以登入 IIS 伺服器。
當您為 Windows 整合驗證配置系統時，對於要使用 IIS 的單一登入，您必須
●

使用 LDAP 提供程式配置 IBM Cognos BI 以與作用中目錄伺服器通訊。

●

配置外部身份對映性質以讀取 REMOTE_USER 環境變數。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未在 UNIX 上找到字型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可能會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找不到 font.properties 中指定的字型...
這是 UNIX® 上的常見問題。它表示 JavaTM 虛擬機器 (JVM) 正在嘗試使用您電腦上未安裝的一種或
多種字型。但是，JVM 應使用系統預設，且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應正常啟動和執行。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621

章節38：安裝和配置問題
若要避免這些錯誤，請透過編輯 font.properties 檔案將缺少的字型新增至您的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中。在安裝 Java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時還會一併安裝數個 font.properties 檔案，其中包含了標準
字型環境資訊。您可以在 JRE_location/lib 目錄中找到這些檔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Java 文件。

偵測不到 ESSBASEPATH
對於 Windows® 和 UNIX® 平台，Oracle Essbase 軟體使用 ESSBASEPATH 環境變數來尋找 Essbase 11
用戶端軟體。Oracle Hyperion 企業績效管理 (EPM) 系統安裝程式會將 ESSBASEPATH 建立為使用者
環境變數。
如果將 IBM Cognos 服務配置為以系統帳戶的形式執行或登入，那麼您必須手動將 ESSBASEPATH
新增為系統環境變數 (果不存在此變數)。當 IBM Cognos 軟體找不到 ESSBASEPATH 環境變數時，
您會收到以下錯誤：
DB2-ERR-0044 偵測不到 Essbase 環境變數「ESSBASEPATH」。檢查是否已安裝 Essbase 用戶端。
要解決此問題，請執行以下作業之一，然後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

連按兩下 [IBM Cognos 服務]，在 [登入] 標籤上指定對 ESSBASEPATH 具有存取權限的使用者
帳戶。

●

將 ESSBASEPATH 新增為系統環境變數。

請註意，如果您要從 Essbase 9 軟體升級為 Essbase 11 軟體，則必須安裝相應的用戶端，並編輯
qfs_config.xml 檔案來變更資料庫名稱。

步驟
1. 在 c10_位置\configuration 目錄中，開啟 qfs_config.xml 檔案。
2. 找到代碼行 <provider name="DB2OlapODP" libraryName="essodp93" connectionCode="DO"/>，並將
資料庫名稱 essodp93 變更為 essodp111。
3. 儲存這些變更。

使用 Oracle Essbase 伺服器時查詢失敗
您執行查詢從 Oracle Essbase 伺服器擷取中繼資料或資料時，收到一則與下面的某一條訊息類似的
訊息：
●

IBM Cognos Gateway 無法連線至 IBM Cognos BI 伺服器。該伺服器可能無法使用，或者可能尚
未正確配置 Gateway。

●

DB2-ERR-0005 登入期間發生未知錯誤。資料庫錯誤代碼: 1,042,006。

●

XQE-DS-0006 無法登入資料來源。

發生這些 IBM® Cognos® 錯誤的原因可能是由於 Windows® 沒有足夠的 Windows 通訊端或連接埠可
供使用。缺乏足夠的連接埠可能會導致從 Essbase 擷取資料時由於發生網路通訊錯誤而失敗。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透過在 Microsoft® 登錄編輯程式中新增兩個項目，來增加可供程式使用的
Windows 通訊端或連接埠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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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使用 Microsoft 登錄編輯程式的風險由您自己承擔。不正確的使用可能會導致您需要重
新安裝作業系統。Microsoft 無法保證您能夠解決由於不當使用登錄編輯程式而產生的問題。

步驟
1. 從 Windows [開始] 功能表中，執行 regedit 應用程式。
2. 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ip\Parameters 目錄中，建立
名為 MaxUserPort 的新 DWORD 值。
3. 設定 MaxUserPort 的性質，為其使用值 65534，使用 [十進位] 作為底數。
值範圍為 30000 到 65534。
4. 在同一目錄下，新增名為 TcpTimedWaitDelay 的另一個 DWORD 值。
5. 設定 TcpTimedWaitDelay 的性質，為其使用值 50，使用 [十進位] 作為底數。
值範圍為 30 到 300 秒，預設值為 240 秒 (4 分鐘)。
6. 關閉 regedit 應用程式後，重新啟動 Microsoft CRM 伺服器或重新啟動您的電腦。
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technet2.microsoft.com 網站，並搜尋術語 MaxUserPort 和 TcpTimedWaitDelay。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中缺少群組成員
如果為同一伺服器網路配置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且使用憑證驗證使用者，則會缺少群組成員。
當作為本端系統帳戶或網域使用者執行時，IBM® Cognos® BI 的程序身份必須具有以下這些權限之
一：
●

驗證後模擬客戶端

●

作為作業系統的一部分

如果缺少此權限，則不存在經過驗證的使用者的群組成員。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執行以下步驟。

步驟
1. 從 [開始] 功表中，按一下 [設定]、[控制台]。
2. 按一下 [管理工具]，然後按兩下 [本機安全性原則]。
3. 在主控台樹狀目錄中，按一下 [安全性設定]、[本機原則]。
4. 按一下 [使用者權限指派]。
5. 將 IBM Cognos BI 的程序身份新增至以下政策之一：
●

驗證後模擬客戶端
預設為 Administrators、Service。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soft® 網站上的資料庫文章 fe1fb475-4bc8-484b-9828a096262b54ca1033.mspx。

●

作為作業系統的一部分
預設為本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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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soft 網站上的資料庫文章 ec4fd2bf-8f91-4122-89682213f96a95dc1033.mspx。
這兩種權限均給予帳戶可作為另一使用者進行作業的功能。
[驗證後模擬客戶端] 權限類似於 [作為作業系統的一部分] 權限，不過前者僅允許在驗證後模
擬的程序，而 [作為作業系統的一部分] 權限允許在驗證前模擬的程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soft 網站上的資料庫文章 tkerbdel.mspx。

部署到 Oracle 10G 應用程式伺服器時顯示的錯誤
將 IBM® Cognos® BI 部署到 Oracle 10G 應用程式伺服器時，會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CMM-APP-3254 Metric Store 初始化失敗。DIS-ERR-3115 任務執行失敗。
MDS-RUN-3213 找不到資料庫批量載入公用程式。請為此平台安裝相應的資料庫工具 (「bcp」用
於 SQL Server，「sqlldr」用於 Oracle)
發生此情況是因為批量載入公用程式 (Oracle 上的 SQL Loader) 未包含在由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建立的部署檔案中。
若要解決此錯誤，您必須使用安裝了 Oracle 10G 應用程式伺服器的電腦上的 Oracle 客戶端軟體來
安裝缺少的元件。請確保安裝了 SQL Loader。

使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執行報表時發生找不到頁面錯誤
在為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配置的 Microsoft® Office 文件中，您使用執行報表但收到「找
不到頁面」錯誤訊息。
如果 IBM Cognos BI Gateway 和 Dispatcher 將「localhost」用作 IBM Cognos BI 伺服器上的伺服器名
稱值，則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
若要修正此問題，請將電腦名稱 (而不是「localhost」) 用作 Gateway 和 Dispatcher 主機值。

從 ReportNet 升級後初始化 Oracle Content Store 時發生錯誤
您要在 Oracle 中建立 Content Store，或將 Oracle 中的 ReportNet® Content Store 升級為 IBM® Cognos®
BI，而您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Content Manager 無法藉助於初始化檔案 dbupgrade2_0021-to-2_0022_oracle.sql 初始化 Content Store。
ORA-22858 資料類型變更無效
如果將 Oracle 資料庫相容性等級設定為低於 9.0.1，則會發生此錯誤。
您可以透過將相容性級變更為 9.0.1 或更高並重新啟動 Oracle 實例來修正此錯誤。

透過 Web 瀏覽器連線至 IBM Cognos BI 元件時發生 CGI 逾時錯誤
透過 Web 瀏覽器執行作業時，您將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CGI 逾時，將從伺服器中刪除程序。
當使用 Microsoft® 網際網路資訊服務 (IIS) 作為 Web 伺服器並將 Gateway 配置為使用 CGI 時，會發
生此錯誤。IIS 具有用於 CGI 應用程式的預設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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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可以將 Gateway 配置為使用 ISAPI。 IIS 沒有用於 ISAPI 應用程式的預設逾時。
或者，如果要繼續使用 CGI Gateway，可以在 IIS 中增加 CGI 逾時。

將 Gateway 變更為 ISAPI 的步驟
1. 在 Gateway 電腦上，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環境] 下，對於 [Gateway URI] 性質，將 URI 的 cognos.cgi 部分變更為
cognosisapi.dll
3. 在您的網頁瀏覽器中，指定 ISAPI URI：
http://computer_name/ibmcognos/isapi

增加 CGI 逾時的步驟
1. 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的管理工具中，開啟網際網路資訊服務。
2. 在本機電腦節點下，在 [網站] 上按一下右鍵並選取 [內容]。
3. 在 [主目錄] 標籤中，按一下 [配置]。
4. 在 [程序選項] 標籤中，增加 CGI 指令碼逾時。

Servlet 類無法在 WebLogic 中載入
在配置分佈式伺服器安裝並將 WebLogic 用作 IBM® Cognos® BI 的應用程式伺服器時，您可能會遇
到問題。
為 Application Tier 元件電腦部署 p2pd.war 時，您可能會收到 Servlet 異常和 Dispatcher 未啟動的消
息。還未建立 cogserver.log。
WebLogic 伺服器主控台中會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Jul 9, 2004 3:47:37 PM EDT> <Error> <HTTP><BEA-101249> <[ServletContext
(id=19023494,name=p2pd,context-path=/p2pd)]:Servlet class com.cognos.pogo.isolation.ServletWrapper for
servletcfgss could not be loaded because the requested class was not found in the classpath /host2/bea812/user_
projects/domains/c10/applications/p2pd/WEB-INF/classes. java.lang.ClassNotFoundException:
com.cognos.pogo.isolation.ServletWrapper.>
<Jul 9, 2004 3:47:37 PM EDT> <Error> <HTTP> <BEA-101216> <Servlet: "cfgss" failed to preload on startup
in Web application: "p2pd".
javax.servlet.ServletException: [HTTP:101249][ServletContext(id=19023494,name=p2pd,context-path=/p2pd)]:
Servlet class com.cognos.pogo.isolation.ServletWrapperfor servlet cfgss could not be loaded because the requested
class was not found in the classpath /host2/bea812/user_projects/domains/c10/applications/p2pd/WEB-INF/
classes.java.lang.ClassNotFoundException: com.cognos.pogo.isolation.ServletWrapper. at
weblogic.servlet.internal.ServletStubImpl.prepareServlet (ServletStubImpl.java:799)
at weblogic.servlet.internal.WebAppServletContext.preload Servlet(WebAppServletContext.java:3252)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勿從 WebLogic 應用程式目錄中部署 p2pd 應用程式。在其他位置建立 p2pd 目
錄並從該位置部署 p2pd。

步驟
1. 開啟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並配置 Application Tier 元件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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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啟動 Content Manager 電腦。
3. 在可由 WebLogic 伺服器存取但不在 WebLogic 應用程式目錄中的位置建立 p2pd 目錄。
例如，在以下位置建立名為 p2pd 的目錄：
WebLogic_location/user_projects/domain_name
4. 建立 p2pd.war 檔案。
5. 在 p2pd 目錄中，使用以下指令將 p2pd.war 檔案萃取到 WebLogic 安裝：
%JAVA_HOME%/bin/jar xvfm "c10_location/p2pd.war"。
6. 啟動 WebLogic。
7. 在 WebLogic 伺服器主控台中，部署 p2pd 應用程式。

桌面圖示或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視窗在 Windows 上閃爍
當您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上執行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您可能注意到桌面圖
示或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視窗會閃爍。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使用 -noddraw 指令行選項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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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來管理 IBM Cognos 元件中的安全性時，可能會遇到問題。
如需有關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指南》。

設定安全性時出現問題
本節中的主題介紹您在設定安全性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部署期間項目的存取遭拒
如果您使用報表管理員角色部署資料，則可能會拒絕對安全性項目的存取。依預設，報表管理員
角色不具有對 Cognos 名稱環境的寫入權限。
在進行部署之前，請修改此角色的權限，以確保該角色具有對 Cognos 名稱環境的讀取權限和寫入
權限。

登入至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時系統提示變更密碼
使用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名稱環境登入 IBM Cognos 元件時，系統將提交的密碼識別為已過
期，並提示您進行變更。即使該密碼應該仍然有效，也發生此情況。在成功變更密碼後，該行為
仍然發生。
系統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您的密碼已過期。請進行變更。
請鍵入憑證以進行驗證。
該解決方案目的在於為 IBM Cognos 元件設定委派管理授權。確保在 Active Directory 性質中，將用
於啟動 IBM Cognos 服務的伺服器名稱或具名帳戶設定為具有委派管理授權。如果沒有這些權限，
IBM Cognos 元件將無法從作用中目錄伺服器讀取所有使用者性質。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ctive Directory 文件。

無法登入
如果 IBM Cognos 元件使用作用中目錄伺服器作為安全性提供程式，則僅使用您的使用者 ID 可能
無法登入。系統可能會顯示以下錯誤之一：
您的密碼已過期。請進行變更。
提供的憑證無效。
如果 Content Manager 服務在本端系統帳戶下執行，並且執行該服務的電腦不是 Active Directory 伺
服器網域的一部分，則會發生此問題。
若要登入，您必須使用網域名稱驗證您的使用者 ID。例如，在登入時鍵入
網域\使用者 ID
如果仍然無法登入，請聯絡您的 IBM Cognos 安全性管理員。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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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 IBM Cognos Connection 時發生憑證授權錯誤
您嘗試在使用預設 IBM Cognos 加密提供程式設定的環境中，透過輸入有效使用者 ID 和密碼來登
入 IBM Cognos Connection。但是，系統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CAM-CRP-1071 無法處理通用對稱金鑰的遠端請求。
由 DN 為「C=CA,O=Cognos,CN=CA」的憑證機構頒發的 DN 為「C=CA,O=Cognos,CN=CAMUSER」
的憑證不受信任。
原因：進行 CertPath 驗證時出現異常
原因：憑證於 yyyymmddhhmmGMT+00:00 已過期
當憑證授權 (CA) 簽發的憑證已過期時，會發生此問題。您可以透過在安裝了 Content Manager 的電
腦上儲存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配置，然後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來更新憑證。

HTTPS DRP-ERR-2068 切換至 HTTPS 期間未報告任何錯誤，而記錄檔中卻記錄有
錯誤
您停止了所有分佈式安裝電腦上的服務，並將電腦配置為使用 SSL (HTTPS)。您成功啟動了服務，
並且未報告任何錯誤。但是，在查看記錄檔時，您發現了類似於以下的錯誤：
HTTPS DPR-ERR-2068 管理請求失敗。無法連線至 Dispatcher。
發生該錯誤的原因是在您重新啟動服務時，Dispatcher 正在進行初始化而無法相互通訊。初始化期
間無法處理一般管理請求，以致產生錯誤。系統將該錯誤識別為初始化錯誤，因此在啟動時未顯
示任何錯誤。但是，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不會區別一般錯誤與初始化錯誤。作為安全性
最佳做法，系統會將所有訊息傳送至記錄檔。
您可以忽略記錄檔中的訊息。

對於新建立群組的成員，項目未顯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
作為新建立群組 (該群組本身是「查詢使用者」群組的成員) 的成員的使用者登入 IBM Cognos
Connection。該使用者發現某些項目 (例如「我的資料夾」) 未顯示。頁面左上角也可能未顯示使用
者名稱。
該使用者所屬的名稱環境必須具有對「查詢使用者」群組的遍訪權限。

新增遍訪權限的步驟
1. 以系統管理員的身份登入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4. 在 [Cognos] 名稱環境旁邊，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
5. 按一下 [權限] 標籤。
6. 如果尚不存在，請將「查詢使用者」群組新增至名稱環境。
7. 按一下 [查詢使用者] 核選方塊，並確保已授予 [遍訪] 權限。
8. 按一下 [套用]，然後按一下 [確定]。

628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39：安全性問題
9. 使用某個使用者身份進行測試。

登入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出現問題
存在數個原因導致具有有效入口網站使用者 ID 和密碼的使用者可能無法登入 Cognos 入口網站應
用程式。
如需有關在 IBM Cognos 元件、Portal Services 和您的入口網站之間配置單一登入的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安裝和配置指南》。

匿名存取
如果將 IBM Cognos 軟體配置為允許匿名存取，則所有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使用者均可使用匿名身份
登入。

多個名稱環境
如果將 IBM Cognos 軟體配置為使用一個以上驗證名稱環境，則您必須安裝單獨的 IBM Cognos
Gateway，並對其進行配置，以便將這些名稱環境用於入口網站使用者。
您還必須變更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 CPS 連線點：
●

對於 IBM Websphere，變更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 CPS 端點參數。

●

對於 SAP EP，變更每個 iView 中的 _cpsserver: CPS Connection Server 欄位。

使用 SAP 登入票券方法的 SAP Enterprise Portal
如果使用 SAP Enterprise Portal 和 SAP 登入票券方法來啟用單一登入，請確保實現以下內容：
●

將 IBM Cognos 軟體配置為使用 SAP BW 驗證名稱環境。

●

在 SAP 入口網站和 SAP BW 後端之間建立適當的信任關係。

使用使用者對映方法的 SAP Enterprise Portal
如果使用 SAP Enterprise Portal 和使用者對映方法來啟用單一登入，請確保實現以下內容：
●

資料來源已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建立，並且其參考與 iView 中相同的 IBM Cognos URL。

●

產生錯誤的 iView 與入口網站中的 IBM Cognos 資料來源相關聯。

●

使用者在入口網站中輸入了有效的 IBM Cognos 憑證。

這些設定位於個人化入口網站設定中的使用者對映下。
●

在 IBM Cognos 軟體所使用的名稱環境中註冊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

IBM Cognos URL 進入點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受到保護。

建立安全的 URL，以存取 Dispatcher Servlet 或 Servlet Gateway。

IBM WebSphere Portal
如果您使用 IBM WebSphere 入口網站，請確保實現以下內容。
●

入口網站使用者的憑證在 IBM Cognos 驗證名稱環境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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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執行入口網站的伺服器和執行 IBM Cognos 元件的伺服器均配置為使用 IBM WebSphere 應用
程式伺服器。

●

兩個應用伺服器均配置為單一登入使用以下受支援的主動憑證物件之一：HttpBasicAuth、
LtpaToken、SiteMinderToken 或 WebSealToken。

●

在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參數中表明選取的主動憑證方法。

●

如果將 LtpaToken 用作作用中憑證物件，則 IBM Cognos URL 進入點在 IBM Cognos 軟體中受到
保護。

建立安全的 URL，以存取 Dispatcher Servlet 或 Servlet Gateway。

既有密碼在 SAP 名稱環境中可能無效
登入使用 SAP 名稱環境的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一些先前有效的密碼可能不再有效。可能會顯
示以下錯誤訊息：
無法驗證使用者。請聯絡您的安全性管理員。請鍵入憑證以進行驗證。
這是因為 SAP 軟體中發生政策變更。在 SAP 軟體的舊版本中，密碼不區分大小寫。所有密碼字元
會自動轉換為大寫。在 SAP RFC 6.40 中，密碼字元不會自動轉換為大寫，因而密碼區分大小寫。
為了應對密碼政策變更，SAP BAPI 介面引入了名為 bapiPasswordConv 的新配置參數。使用此參
數，您可以啟用或關閉將所有密碼字元自動轉換為大寫的功能。若要確保仍然可以使用所有先前
建立的密碼成功登入 IBM Cognos Connection，請將 bapiPasswordConv 參數的值設定為 true。

變更 bapiPasswordConv 參數設定的步驟
1. 開啟檔案 bapiint_config.xml。
此檔案位於 c8_位置\configuration 目錄中。
2. 如以下代碼片段所示，將 bapiPasswordConv 參數的值變更為 true：
<bapiAbapDebug value="false"/> <bapiTransCall value="false"/> <bapiCharConv value="true"/>
<bapiCmdRecording value="false"/>
<bapiCacheReset value="false"/>
<bapiCallLocks
value="false"/> <bapiSupportCancel value="true"/> <bapiMaxSuspendTime value="200"/>
<bapiPasswordConv value="true"/>

3. 儲存該檔案。
4.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以下 SAP 附註：
●

792850 - 準備 ABAP 系統以處理不相容的密碼

●

862989 - 新密碼規則自 Web AS ABAP 7.0/NetWeaver 2004 起施行

在使用者嘗試登入 SAP 名稱環境時，系統針對憑證重複提示使用者
當使用者 ID 或密碼包含特殊字元的使用者嘗試登入 SAP 名稱環境時，系統會針對憑證對其進行
重複提示，並且可能不會授予其存取權限。
這是因為依預設，3.5 版或更舊版本的 SAP BW 系統使用非 Unicode 代碼頁面。較新的 SAP 系統使
用 Unicode 代碼頁面。因此，對預設 SAP 伺服器代碼頁面進行了修改，以使 SAP 驗證提供程式使
用 Unicode 代碼頁面，即 SAP CP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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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避免此問題，請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修改預設 [SAP BW 伺服器代碼頁面] 參數，以
使 SAP 驗證提供程式使用非 Unicode 代碼頁面，例如 SAP CP 1100。

使用驗證提供程式時出現問題
本節中的主題介紹您在使用驗證提供程式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CAM-AAA-0096 使用 IBM Cognos Series 7 名稱環境時無法驗證使用者
嘗試使用已從 Access Manager 的所有使用者類別中刪除的使用者帳戶登入至 IBM Cognos 10.1 版時，
您會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CAM-AAA-0096 無法進行驗證，因為無法存取該帳戶。
情況如下：
●

您在 IBM Cognos Series 7 Access Manager 中建立新的使用者並將其指定到使用者類別中。

●

您以管理員身份登入至 IBM Cognos 10.1 版，並將同一 Series 7 使用者指定為某個 IBM Cognos
10.1 版角色，例如作者。

●

您登出 IBM Cognos 10.1 版，並以新的 Series 7 使用者身份重新登入。

●

在 Access Manager 中，您從使用者類別中移除了該使用者，導致該使用者不存在於任何使用者
類別中。

●

在 IBM Cognos 10.1 版中，當您嘗試以該使用者身份登入時，會收到錯誤訊息。

如果將 IBM Cognos Series 7 名稱環境配置為與 IBM Cognos 10.1 版配合使用，但該名稱環境中的某
個使用者不是任何 Access Manager 使用者類別中的成員，則您無法以該使用者身份登入 IBM Cognos
10.1 版。
若要修正該問題，請將使用者新增至 Access Manager 中至少一個使用者類別。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時出現過期密碼錯誤
您使用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作為驗證提供程式。登入 IBM Cognos 元件時，您會看到以下錯誤訊
息：
您的密碼已過期。請進行變更。
請鍵入憑證以進行驗證。
確保已為 IBM Cognos 元件設定委派管理授權。在作用中目錄伺服器中，必須將用於啟動 IBM
Cognos 服務的伺服器名稱或具名帳戶設定為具有委派管理授權。然後 IBM Cognos 元件可以從作用
中目錄伺服器讀取所有使用者性質。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文件。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時不能進行單一登入
您使用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作為驗證提供程式，並且不能進行單一登入。
若要確保不提示使用者登入 IBM Cognos 元件，必須實現以下內容：
●

Active Directory 在原生模式下執行。

●

使用者未選取 [這是機密帳戶，無法委派]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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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對於每個 IIS Web 伺服器
●

此電腦是 Active Directory 網域的一部分。

●

如果程序以本端系統帳戶執行，則選取 [信任電腦以便進行委派] 屬性。

●

如果程序以網域使用者帳戶執行，則選取 [帳戶受信任可以委派] 屬性。

對於每個 ReportNet Content Manager 伺服器
●

此電腦是 Active Directory 網域的一部分

●

如果程序以本端系統帳戶執行，則選取 [信任電腦以便進行委派] 屬性

●

如果程序以網域使用者帳戶執行，則選取 [帳戶受信任可以委派] 屬性。

Kerberos 驗證必須是有效的 WWW-authentication 標頭。

附註：Kerberos 在 Internet 區域中無效。

無法驗證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使用者
嘗試透過您的入口網站存取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您可能會看到以下錯誤訊息：
無法處理請求。
CPS-CCM-1200 WSRP 作業「getMarkup」失敗。
CPS-WSF-2000 驗證失敗。
CAM-AAA-0055 需要使用者輸入。CAM-AAA-0036 無法驗證，因為憑證無效。
可以在記錄中找到有關發生的錯誤的更為詳細的說明。
此訊息表明 Portal Services 無法驗證 IBM Cognos 軟體的目前入口網站使用者。如需有關如何在 IBM
Cognos 軟體、Portal Services 和您的入口網站之間配置單一登入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安裝
和配置指南》。

無法識別所需的 SAP 權限
使用 SAP BW 時可能會遇到錯誤，因為您的 SAP 使用者登入不具有足夠權限。若要識別所需權
限，請使用 ST01 交易。

步驟
1. 在 SAP R/3 中，於指令視窗內鍵入 /ST01。
2. 在 [Trace components] 下，選取 [Authorization check]。
3. 選取 [Change trace]。
4. 在 Options for Trace Analysis Field] 中，於 [General Restrictions] 下輸入您要追蹤的 IBM Cognos 帳
戶的使用者名稱。

使用 NTLM 名稱環境且啟用了單一登入時，無法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使用 NTLM 名稱環境登入 IBM Cognos 軟體，並且為系統啟用了單一登入後，嘗試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時，可能會發生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CAF)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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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避免此問題，請解決任何與 Gateway 主機名稱相關聯的可能的問題。您可以確保 Gateway 主
機名稱與 Gateway 主機匹配，或者可以將 Gateway 伺服器的名稱新增至有效網域和主機的清單中。

使 Gateway 主機名稱匹配的步驟
1. 開啟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按一下 [環境]。
3. 在 [性質] 視窗中，於 [Gateway 設定] 下方，確保 [Gateway URI] 指定的是正確的伺服器名稱或
IP 位址，而不是 localhost。
提示：我們建議為所有 URI 性質均指定伺服器名稱或 IP 位址，而不是 localhost。
4. 儲存配置。

將 Gateway 伺服器新增為有效主機的步驟
1. 開啟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於 [安全性] 下方，按一下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3. 在 [性質] 視窗中，按一下 [有效的網域或主機] 的 [值] 欄，然後按一下 [編輯] 按鈕。
4. 按一下 [新增]。
5. 在空白列中鍵入 Gateway 伺服器的名稱，然後按一下 [確定]。
如需有關有效網域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
6. 儲存配置。
7.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無法自動 (由 SSO) 連線至 SAP BW 資料來源，儘管它已配置為使用外部 SAP 名稱
環境進行驗證
如果以下所有條件同時滿足，則會發生此問題：
●

在 IBM Cognos 中配置的 SAP 名稱環境指向 SAP BW 系統 A。

●

IBM Cognos 使用者使用憑證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登入 SAP 名稱環境，而不是使用單一登入透
過 SAP 入口網站。

●

定義了參考 SAP BW 系統 B 的資料來源，並已將其配置為使用外部名稱環境進行資料來源驗
證。該外部名稱環境就是配置為驗證 IBM Cognos 元件使用者的 SAP 名稱環境。

●

為與 SAP 名稱環境相關聯的 SAP BW 伺服器啟用 SSO 票券。

SAP 提供程式產生並快取 SAP 登入票券，以便用於 SAP 資料來源的驗證。提供程式使用目前的使
用者憑證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產生 SAP 登入票券。
如果因 SAP 伺服器的配置，與資料來源相關聯的 SAP BW 系統不接受登入票券，或者如果因票券
源自其他 SAP SSO 網域中的某個系統，提供的登入票券無效，則資料來源驗證就會失敗。
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可以將各個 SAP 系統合併至一個 SAP SSO 網域，在這樣的話，為使用者所產
生的票券只要一個系統中有效，則在其他系統中同樣有效。如果此解決方案不可行，請為提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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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關閉 SAP BW SSO 票券的使用，以便將其觸發為傳遞目前使用者的憑證，而不是登入票券。對
於作為資料來源存取的所有系統，憑證必須均有效。
您可以在用作資料來源的 SAP BW 系統上，或透過指定隨 IBM Cognos 元件安裝的 bapiint_config.xml
檔案中的 bapiSSOSupport 參數來關閉 SAP SSO 票券。這樣，提供程式便會使用目前使用者輸入的
憑證進行資料來源驗證。
若要在 bapiint_config.xml 檔案中關閉將 SSO 票券用於資料來源驗證，請對您系統中安裝的所有 IBM
Cognos 應用程式層元件執行以下步驟。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服務。
2. 開啟 bapiint_config.xml 檔案。
此檔案位於 c10_位置/configuration 目錄中。
3. 搜尋 bapiSSOSupport 參數並將其值變更為 0，如下所示：
<bapiSSOSupport value="0"/>

如果未在檔案中指定該參數，您必須在根元素下方新增該參數。
4. 儲存 bapiint_config.xml 檔案。
5.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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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管理 IBM Cognos 軟體時，您可能會遇到問題。
如需有關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指南》。

資料庫連線問題
每個資料來源可以包含一個或多個至資料庫的實體連線。本小節的主題記錄了設定資料庫連線時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無法選取 ODBC 作為資料來源連結的類型
由於 IBM Cognos 軟體在 UNIX 上不支援所有的 ODBC 驅動程式，因此建立至 IBM Red Brick、
Microsoft SQL Server 或 NCR Teradata 資料庫的資料來源連結時，無法選取 ODBC 作為資料來源連
結的類型。若要建立至這些資料庫供應商的 ODBC 連線，請轉而選取其他類型。
對於以下資料庫供應商，請在鍵入連線字串時新增相關聯的資料庫代碼。

資料庫供應商

資料庫代碼

IBM Red Brick

RB

Microsoft SQL Server

SS

NCR Teradata

TD

鍵入資料來源連結，如下所示：
[^UserID:[^?Password:]];LOCAL;{RBSSTD};DSN=Data_Source[; UID=%s[;PWD=%s]][@ASYNC={01}]
[@Connection_Timeout/Reply_Timeout][@COLSEQ=[Collation_Sequence]]
以下為連線字串的範例：
●

^UserID:^?Password:;LOCAL;RB;DSN=DB62SALES;UID=%s;PWD=%s@ASYNC=0

●

;LOCAL;SS;DSN=TESTSERVER

若要從 UNIX 建立至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資料來源連結，您必須使用適用於 SQL Server 的
DataDirect ODBC 驅動程式。

無法使用 OLE 資料庫連線來連線至 SQL Server 資料庫
您無法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使用 OLE DB 來建立至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本地連線。將顯
示以下錯誤訊息：
QE-DEF-0285 登入失敗
QE-DEF-0325 登入失敗的原因是：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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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DEF-0068 無法連線到至少一個資料庫。在附加多個資料庫時，無法連線到以下 1 個資料庫:
testDataSourceConnection
UDA-SQL-0031 無法存取「testDataSourceConnection」資料庫
UDA-SQL-0107 在「{0}」作業期間發生一般異常
UDA-SQL-0208 為 OLEDB 初始化「MSDA」時發生錯誤
解決方案為確保已安裝 MDAC 2.71 或更高版本。本端系統的登入檔應保留 MDAC 版本資訊。

連接至 SQL Server 資料庫時的間歇性問題
您將 SQL Server 資料庫用作報表資料來源。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對同一資料庫連線進行多
次測試。有時測試成功，但有時您將看到以下的某條錯誤訊息或類似的錯誤訊息：
找不到 SQL Server。
拒絕存取。
另外，當您執行報表時，有時可以執行，但有時您將看到以下錯誤訊息或類似的錯誤訊息：
未找到連線 - 請檢查 DNS 項目或選取其他連線。
在建立用於 Content Store 的資料庫時，您也可能遇到問題。
如果您為 SQL Server 報表或 Content Store 資料庫將已命名管道 (而非 TCP/IP 協議) 配置為 SQL Server
客戶端網路公用程式中的預設網路資源庫，則會發生這些錯誤。

無法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存取 IBM Cognos Series 7 報表
配置 IBM Cognos 軟體以使用 Cognos Series 7 名稱環境並修改 system.xml 檔案後，[公共資料夾] 中
的 Upfront 內容不可用，並且 [我的資料夾] 中的個人內容也不可用。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確保為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 Cognos Series 7 名稱環境指定的 [資料編
碼] 參數使用 Series 7 字元編碼值。此值可從 IBM Cognos Series 7 Configuration Manager 取得。按一
下 [IBM Cognos 共用] 下方的 [區域設置] 後，會在 [瀏覽器] 窗格中顯示該值。

修改字元編碼值的步驟
1. 開啟安裝_位置\templates\ps 目錄中的 system.xml 檔案。
2. 在以下區段，鍵入 encoding 元素的正確值：
<!-- Series 7 Integration parameters --> <param name="series7"> <enabled>false</enabled>
<!-- character encoding used by series7 --> <encoding>UTF-8</encoding> <!-- host and
port to connect to Upfront server --> <host>localhost</host> <port>8030</port> <!-Upfront gateway location -->
<gateway>/cognos/cgi-bin/upfcgi.exe</gateway>
<!-- If
required, specify the prefix for Cognos back URLs when linking to series 7 content. (eg.
http://ibmcognosMachine) otherwise relative URL's will be used -->
<back-prefix></backprefix> </param>

3. 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啟動服務時，Series 7 名稱環境不會初始化
為了解決與 Series 7 名稱環境相關的問題，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已新增名為
Series7NamespacesAreUnicode 的新設定。此設定指示 IBM Cognos BI Series 7 提供者對名稱環境資料
啟用 UTF-8 處理。UTF-8 處理僅在使用 16.0 及更高版本的 Series 7 名稱環境時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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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低於 16.0 的名稱環境版本，應關閉此設定，否則在多代碼頁面環境中伺服器可能出現故障。
如果系統找到 15.2 版的名稱環境並且已啟用 Series7NamespacesAreUnicode 設定，則 IBM Cognos BI
將恢復至已關閉的行為。
如果環境混用多個名稱環境，例如，同時具有 16.0 版和 15.2 版名稱環境的目錄伺服器，則 15.2 版
名稱環境可能不會進行初始化。在這種情況下，您必須關閉 Series7NamespacesAreUnicode 設定。

Oracle 中的 Content Manager 連線問題 (錯誤 CM-CFG-5036)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不會在 Oracle Content Manager 中建立表格。將產生以下其中一條錯誤訊息：
CM-CFG-5063 連線至 Content Store 時偵測到 Content Manager 配置錯誤。
CM-CFG-5036 Content Manager 無法連線至 Content Store。
CM-SYS-5007 Content Manager 無法啟動。檢閱 Content Manager 記錄檔，然後聯絡系統管理員或客
戶支援。
在 Oracle 中建立新資料庫時，建立的 SID 名稱中沒有底線。您必須將此無底線的 SID 用作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服務名稱。

配置 Oracle Content Manager 的步驟
1. 請確保您可以透過 tnsping <SID> (其中 <SID> 不包含底線) 來取得 Oracle 實例。
2.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配置 Oracle Content Manager 連線，以便使服務名稱與步驟 1 中的
<SID> 相同。

無法連線至 OLAP 資料來源
您無法連線至 OLAP 來源 (例如 SAP BW、Essbase 或 DB2 OLAP)。
請確認以下內容：
●

您可以從 Microsoft Excel 開啟 OLAP 伺服器。大多數的 OLAP 供應商均具有允許透過 Excel 進
行連線的外掛程式。

●

相關的 IBM Cognos 伺服器上已安裝了正確的用戶端軟體。從 OLAP 來源擷取資料的任何 IBM
Cognos 電腦均必須具有相應的用戶端軟體。

●

對於 MSAS，請檢查是否已安裝樞紐分析表服務以及是否套用了正確的 Service Pack。

●

您可以透過 IBM Cognos Series 7 開啟 OLAP 來源。

●

您可以開啟 OLAP 供應商範例或 IBM Cognos 範例。問題可能特定於一個模型、外框或者 Cube。

●

從 IBM Cognos 軟體提出請求的使用者為具有相應存取限的網域使用者。

建立至 PowerCube 的資料來源連結時發生錯誤
建立至 PowerCube 的資料來源連結 (其中 PowerCube 和所有報表伺服器均位於 UNIX 或 Linux 電腦
上) 時，可能顯示以下錯誤：
「Windows 位置:」欄位為必填欄位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在 [Windows 位置] 欄位中鍵入任意字元。[UNIX 或 Linux 位置] 必須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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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最佳化的 IBM Cognos PowerCubes 在 IBM Cognos BI 中可能會開啟緩慢
如果使用 Transformer 舊版本建立的 PowerCubes 在 IBM Cognos Studio 中開啟所花時間太長，我們建
議您執行 IBM CognosBI 隨附的名為 pcoptimizer 的指令行公用程式以改善執行時的效能。此最佳化
公用程式在模型不再存在或用於建置 PowerCubes 的資料不再可用時適用於舊版本的 PowerCubes。
對於在 Transformer 8.x 版和更高版本中建立的 Cube，則不需要執行此指令行公用程式。

步驟
1. 備份目標 PowerCube，然後瀏覽至 c10_位置/bin 目錄。
2. 在 Windows 中，開啟指令行視窗並執行 PCOptimizer.exe。
3. 在 UNIX/Linux 中，輸入以下行的指令以執行最佳化指令行公用程式：
pcoptimizer [-t] [-v] [-h]cubename

其中，如果 PowerCube 的位置與 pcoptimizer 相同，則 cubename 是完全限定的 PowerCube 名稱
或按時間分區的控制 Cube 名稱 (具有副檔名 .mdc)。否則，cubename 則為具有 .mdc 副檔名的
完整路徑。
附註：此方式僅支援中繼資料萃取。若要設定使用者可配置的逐層分析，必須使用Transformer。
目前不支援萬用字元。所以您必須為每個 PowerCube 呼叫一次公用程式。如果未提供 cubename，
則該程式會進入交互模式，提示您輸入 PowerCube 名稱並接受鍵盤輸入。可選參數如下所示：
-t 或者測試模式；它將測試是否已萃取中繼資料並將其載入 PowerCube。傳回的代碼將指

●

示狀態。
●

如果已萃取並載入了中繼資料，則代碼為 0

●

如果未載入中繼資料，則代碼為 10

●

如果存取 PowerCube 時發生錯誤，則代碼為 20

-v 或者冗長模式；會將文字輸出為標準輸出 (stdout)，同時指示已執行的作業 (包括所有錯

●

誤訊息)。如果在交互模式中執行，則會採用 -v。所有的文字僅以英文輸出。
-h 用於指令行說明；如果未提供 cubename，則會將用法和選項顯示在螢幕上。

●

其他管理問題
本小節的主題記錄了在管理 IBM Cognos 軟體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解決 Content Store 問題之後重新啟動伺服器
如果 Content Store 不可用，則在解決該問題之後，您必須停止並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才能繼
續處理。
如需有關停止並重新啟動 IBM Cognos 服務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使用者指
南》。

更新或刪除請求失敗
物件的任何性質變更時，與物件關聯的版本性質也將變更。嘗試更新或刪除物件時，如果在您從
資料儲存庫擷取物件之後版本性質的值發生變更，則請求將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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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兩個管理員同時讀取同一物件的性質，則他們將取得同一版本的物件。如果他們均嘗
試進行更新，則第一個更新請求將成功。但是，第二個更新請求則會因為該物件的版本不再與從
資料儲存庫中擷取的版本相符而失敗。
如果提交更新請求時出現此情況，您必須再次讀取資料以取得該物件的目前版本，然後再次提交
更新請求。

BI Bus 伺服器程序在關閉之後仍保留在記憶體中
極少數情況下，BI Bus 伺服器 BIBusTKServerMain 的程序可能會在您執行正常關閉之後仍保留在記
憶體中。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請手動終止程序。

在 Windows 中終止程序的步驟
1. 在 [Windows 任務管理員] 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處理程序] 標籤。
2. 按一下 [BIBusTKServerMain] 程序。
3. 按一下 [結束處理程序]。

在 UNIX 中終止程序的步驟
1. 使用 ps 指令找到孤立程序。
例如，鍵入
ps -ef grep | BIBus
2. 使用 kill -9 指令來終止程序。
例如，鍵入
kill -9 [BIBus process-id]

較高的記錄層級對效能有負面影響
所有 IBM Cognos 服務均會將事件傳送到 Log Server，Log Server 會將訊息傳送至記錄檔。發生錯誤
或問題之後，您可以檢閱記錄訊息以取得所發生情況的線索。記錄訊息還會提供元件的狀態以及
重要事件 (例如成功完成和嚴重錯誤) 的高級視圖。
在伺服器管理工具中，可以使用五個層級的記錄。它們的範圍從最低 (記錄最少量的明細並針對較
不頻繁的事件) 到完整 (記錄較多的明細並針對較頻繁的事件以及詳細的疑難排解目的)。
提高記錄層級可能會對 IBM Cognos 軟體的效能帶來負面影響。所記錄的明細層級越高，則使用的
資源越多。如果效能很低，您可以嘗試降低記錄層級。
若要存取伺服器管理工具，您必須具有管理安全特性的執行權限。

變更記錄層級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Dispatcher 和服務]。
3. 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所需 Dispatcher 或配置資料夾的設定性質按鈕。
4. 按一下 [設定] 標籤以檢視所有的配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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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值] 欄中，按一下以下設定 (其中每個設定代表一個記錄類別) 的新值：
●

稽核記錄層級

●

稽核執行時使用記錄層級

●

稽核管理記錄層級

●

稽核其他記錄層級

提示：如果您要將某個配置設定重設為其預設值，請選取其核選方塊並按一下 [重設為母值]。
6. 按一下 [確定]。

存取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出現問題
嘗試透過入口網站存取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您可能看到與以下其中之一類似的錯誤訊
息：
無法處理請求。
CPS-WSR-1042 無法將請求傳送至目標「http://MyServer:9300/p2pd/servlet/dispatch/cps2/nav」。
拒絕連線: 連線
可以在記錄中找到所發生錯誤的更詳細的說明。
無法處理請求
CPS-CCM-1200 WSRP 作業「getMarkup」失敗
CPS-WSF-2008 正常執行作業失敗
PRS-TPR-0352 無法開啟範本檔案「/cps2/portlets/nav2/navigator/getMarkup.xts」
可以在記錄中找到所發生錯誤的更詳細的說明。
無法處理請求
CPS-WSR-1049 請求失敗，伺服器傳回目標「http://wottbouillom-2k:9300/p2pd/servlet/gateway/cps2/nav」
的 HTTP 錯誤代碼「404」
可以在記錄中找到所發生錯誤的更詳細的說明。
無法處理請求
CPS-WSR-1043 無法讀取目標「http://sottcps3:9300/p2pd/servlet/dispatch/cps2/nav」的回應。
流已關閉
可以在記錄中找到所發生錯誤的更詳細的說明。
這些訊息指示連線至 IBM Cognos 伺服器時出現問題。
此問題可能是由於以下原因之一所導致：
●

IBM Cognos 伺服器未執行或仍在初始化。
請確保正確啟動 IBM Cognos 伺服器，並透過使用網頁瀏覽器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 來對
其進行測試。

●

入口網站伺服器沒有對 IBM Cognos 伺服器的網路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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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測試至 IBM Cognos 伺服器的連線，請使用入口網站伺服器電腦來偵測 IBM Cognos 伺服
器。使用錯誤訊息中顯示的伺服器名稱和位址。如果偵測成功，請確保沒有任何防火牆封鎖
Portal Services 所使用的連接埠 (其預設為 9300)。
●

連線至 IBM Cognos 軟體的 URL 不正確。
對於 IBM Websphere，找到並根據需要修改每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 CPS 端點參數。
對於 SAP EP，找到並根據需要修改每個 iView 中的 _cpsserver: CPS Connection Server 欄位。

●

IBM Cognos 伺服器上存在 Java 虛擬機器衝突。
IBM Cognos 軟體包括某個版本的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請確保未安裝任何其他版本
的 Java 虛擬機或 Java SDK。

如需有關將 IBM Cognos 軟體配置為與 Portal Services 配合使用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安裝
和配置指南》。

無法在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 10.3 中編輯物件性質
將 Portal Services 套件匯入至 Oracle WebCentre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並嘗試編輯 IBM Cognos 物件 (例
如遠端伺服器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的性質時，可能會發生錯誤，指示缺少某些性質值。因此，您
無法套用性質變更。
缺少值是指全域 WCI 性質 (例如 URL)，並可用於搜尋物件或文件。因為 Portal Services 不使用這些
全域性質，所以 Oracle WebCentre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套件檔案不包括它們的
預設值。如果 WCI 入口網站中的全域物件性質對映已將性質分配給某個物件類型 (例如遠端伺服
器類型)，則在嘗試編輯該 IBM Cognos 物件類型時，將提示您為該性質指定值。
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可以執行以下任務之一：
●

從 Oracle WebCenter 全域物件性質對映中移除有問題的性質。
請注意變更一個物件的全域性質設定可能會影響其他物件。

●

為有問題的性質指定任意值 (例如空格)。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並不使用該性質，所以該值不相關。

編輯全域物件性質對映的步驟
1. 在 WCI 入口網站中，按一下 [管理]。
2. 在 [選取公用程式] 下拉清單中，按一下 [全域物件性質對映]。
3. 對於您要編輯的物件，按一下 [編輯] 圖示。
4. 清除要移除的性質旁邊的核選方塊。
5. 按一下 [OK]。

指定全域性質值的步驟
1. 在 WCI 入口網站中，按一下 [管理]。
2. 找到要編輯其性質的 IBM Cognos 物件。
3. 按一下該物件。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641

章節40：報表和伺服器管理問題
4. 在 [編輯標準設定] 下，按一下 [性質和名稱]。
5. 為性質鍵入任意值。
6. 按一下 [完成]。

僅管理員可以查看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透過 WebSphere 入口網站使用 Portal Services 時，您可以發現僅管理員可以查看 Cognos 入口網站應
用程式。
此問題由於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存取權限未正確設定所導致。
若要修復此問題，請以管理員身分登入至入口網站，並根據需要向您的使用者授予每個入口網站
應用程式的編輯或檢視權限。

IBM Cognos Navigato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區域設置不相符
如果使用 IBM Cognos Navigato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檢視報表，報表中所使用的語言可能與瀏覽器中
所使用的語言不相符。
如果為入口網站選取的區域與瀏覽器的預設區域不同，則會發生此問題。
若要修復此問題，請將該入口網站的區域選取設為不選取任何區域。如果未選取任何區域，則入
口網站將使用瀏覽器的預設區域。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性質頁面顯示不正確
在入口網站 (不是 Cognos Connection) 中，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顯示不正確。性質
被放在左側，並且沒有縮排。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將 IBM Cognos伺服器網域與入口網網域新增至瀏覽器的信任網站的清單中。

適用於 Internet Explorer 的步驟
1. 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網際網路選項]。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將網域名稱新增至 [信任的網站] 網頁內容區域。

在多標籤儀表板中顯示 HTML 報表時遇到的問題
如果您的報表包含的 HTML 項目中具有不受支援的 Java 指令碼，則該報表可能無法顯示在多標籤
的儀表板中。相反，可能會出現以下錯誤：
無法顯示該報表，因為其包含不受支援的 javascript 代碼。請使用安全模式檢視器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或聯絡您的系統管理員。
若要避免發生此問題，請使用安全模式檢視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顯示您要新增至儀表板的報表。
安全模式檢視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為 IBM Cognos8.3 附帶的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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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安全模式檢視器存在某些限制。例如，其速度很慢並且不支援 IBM Cognos 8.4 入口網站應
用程式中提供的所有通訊選項。

匯入安全模式檢視器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 [配置] 標籤上，按一下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2. 按一下 [匯入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按鈕

。

隨即顯示 [指定製作工具] 頁面。
3. 按一下 [遠端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 Web 服務 (WSRP) 介面] 選項。
4. 在 [標記]、[服務說明]、[登錄] 和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管理] 方塊中，鍵入
interface://wsrp/cps4/portlets/nav
5. 按一下 [下一步]。
6. 在匯入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精靈中，為要包含安全模式檢視器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群組鍵入名
稱。
7. 確保已選取 [IBM Cognos Viewer]。
如果希望的話，您還可以選取 [IBM Cognos Navigator] 和 [IBM Cognos Search]。
8. 按一下 [完成]。

無法識別 SAP BW 版本和修正
您必須使用 SAP BW 受支援的版本和修補程式層級，因此您必須能夠查看已套用的修補程式 (修正
附註) 的清單。如需有關所支援版本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中
心) 網站 (http://www.ibm.com/software/data/cognos/customercenter/)。若要查看已套用的修正附註的清
單，您可以在 R/3 中執行以下兩個事務中的一個：SE95 或 SNOTE。在所有情況下，您必須具有執
行這些事務的權限。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需要使用與套用修正附註所用的相同帳戶來執行這些
事務。

步驟
1. 在 SAP R/3 中，在指令視窗中鍵入 /SE95。
2. 在 [上次的更改者] 欄位中輸入星號 (*)，以檢視所有附註。
3. 在修改標籤中選取修改類型。

執行基於 SAP BW 資料來源的報表時出現的 SBW-ERR-0020 錯誤
有時，當您執行基於 SAP BW 資料來源的報表時，可能會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查詢 SAP BW Cube 失敗。SAP 錯誤代碼: BAP-ERR-0002 功能模組中發生 BAPI 錯誤 BAPI_
MDDATASET_GET_AXIS_DATA。&包括 INCL_INSTALLATION_ERROR
此訊息意味著 SAP BW 用完資源。
在這種情況下，建議聯絡您的系統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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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後參考的內容物件的連結中斷
將部署檔案庫匯入至新位置之後，與報表關聯的物件的某些連結將不起作用。
匯入包含其他物件 (不在目標環境中) 參考的內容物件時，會移除這些參考。例如，如果您部署包
含基於中繼資料套件 (不在部署檔案庫或目標環境中) 的報表的檔案庫，則即使之後建立參考的物
件，這些連結仍會處於中斷狀態。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執行以下其中一項作業：
●

建立目標物件之後，重新匯入部署套件。將自動連結物件

●

手動重新連線至物件的連結。

範本資料庫的表格或視圖不存在
每個 Framework Manager 模型中的概要性質均根據範本資料庫中定義的概要同步執行。如果您變更
任何資料庫概要，則會收到連線至 Framework Manager 模型的錯誤，指示不存在表格或視圖。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開啟模型並更新概要名稱，然後重新公佈所有套件。

從 Web 服務任務呼叫報表觸發器時發生 CNC-ASV-0007 錯誤
從 Web 服務任務呼叫報表觸發器時，可能會出現以下錯誤訊息：
CNC-ASV-0007 代理程式 Web 服務任務發生錯誤。作業失敗。org.apache.wsif.WSIFException:
CloneNotSupportedException 複製內容。
此問題的相關原因是 Sun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被取代成 IBM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透過為 <process name="catalina"> 下的 spawn 元素新增以下代碼行來修改安裝
_位置\bin 目錄中的 bootstrap_win32.xml 檔案：
<param condName="${java_vendor}" condValue="IBM">-Xss128m</param>

當多個使用者執行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儀表板時，Java 虛擬機器無法載入。
將 JRE 1.6 SR6 用於 Windows，發生以下情況：
●

Java PID 消失

●

未生成 Java 核心

●

Java.exe 消失

●

沒有記憶體流失或高 CPU 利用的符號

●

當 java.exe 失敗時，會在 Windows 事件檢視器中報告以下錯誤：
Faulting application java.exe, version 6.0.0.0, faulting module j9jit24.dll, version 2.4.0.42924, fault address
0x002ec4c2.

●

cgsLauncher 和 BIBus 程序均孤立起來，並啟動新 Java 程序

●

未向 IBM Cognos BI 寫入錯誤，版本 10.1，記錄檔

啟動 Java™ 虛擬機器 (JVM) 之前，解決方案會將 TR_DisableEBPasGPR 環境變數設定為
TR_DisableEBPasGP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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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啟動 SAP 伺服器後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停止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能會在重新啟動 SAP 伺服器後停止。若要重新啟動 Cognos 入口網站
應用程式，請啟動 epa 和 iview 應用程式的所有實例。

步驟
1. 在 SAP NetWeaver 應用程式伺服器 Java 上，按一下 [SAP NetWeaver 管理員]。
2. 在 [作業管理] 標籤中，按一下 [系統]。
3. 在 [系統] 標籤中，按一下 [啟動和停止]。
4. 在螢幕左側位置，按一下 [Java EE 應用程式]。
5. 若要依供應商排序，請按一下 [供應商] 欄。
6. 在 [名稱] 欄中，亮顯 [com.cognos.epa]
7. 在螢幕底端，按一下 [應用程式實例明細] 窗格中的 [啟動服務]，然後選取 [對所有實例]。
8. 對 [com.cognos.pct.iview] 應用程式重複步驟 6 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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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41：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時出現的問題
您可能會在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時遇到問題。

無法在 Oracle 中比較兩個 CLOB
如果使用的是 Oracle 並要求 IBM® Cognos® BI 比較兩個 CLOB (例如 C2 = C3 的情況下)，則會出現
Oracle 執行時錯誤。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使用 DBMS_LOB.compare 方式：
where 0 = dmbs_lob.compare (c1, c2)

ERWin 所匯入中繼資料的記憶體不足錯誤
如果根據檢視表格測試查詢主題，則執行 sqlPrepareWithOptions 作業時可能會發生記憶體不足錯
誤。
解決方案是使用與 ERWin 模型相同的 Content Manager 連線來建立資料來源查詢主題。

Framework Manager 無法存取 Gateway URI
您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建立新專案，然後系統顯示以下訊息：
無法存取以下 URL 處的服務：
http://hostname:80/ibmcognos/cgi-bin/cognos.cgi/
b_acton=xts.run&m=portal/close.xts
請檢查您的 Gateway URI 資訊是否正確配置以及服務是否可用。
如需進一步的資訊，請聯絡您的服務管理員。
如果 Gateway 未正確配置，則會顯示此訊息。必須為安裝有 IBM® Cognos® BI 的電腦名稱設定
Gateway URI，並且 Gateway URI 要反映使用的 Gateway 類型。您必須以管理員身分登入才能配置
Gateway URI。

配置 Gateway URI 的步驟
1. 關閉 Framework Manager。
2.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 [瀏覽器] 視窗中，按一下 [環境]。
3. 在 [性質] 視窗的 [Gateway URI] 方塊中，鍵入相應的值：
●

若要使用 ISAPI，則請將 cognos.cgi 取代為 cognosisapi.dll。

●

若要使用 apache_mod，請使用 mod_cognos.dll 取代 cognos.cgi。

●

若要使用 Servlet Gateway，請鍵入以下內容：
http[s]://host:port/context_name/servlet/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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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context_name 是在部署 ServletGateway WAR 檔案時指定給 ServletGateway Web 應用程
式的名稱。
●

如果您不使用 Web 伺服器，若要將 Dispatcher 用作 Gateway，請鍵入以下內容：
http[s]://host:port/p2pd/servlet/dispatch

4. 如果需要，請將 [Gateway URI] 的主機名稱部分從 localhost 變更為電腦的 IP 位址或電腦名稱。
5. 在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6. 從 [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 [重新啟動]。

物件名稱以錯誤的語言顯示
將多種語言從 SAP BW 查詢匯入到 Framework Manager 模型時，並非所有從 SAP BW 擷取的物件名
稱都以正確的語言顯示。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在 Business Explorer Query Designer 中以所有登入語言再次儲存 SAP BW 查詢。
這樣，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將正確顯示正確的語言文字。

Oracle 中的完整外部結合傳回不正確的結果
在使用版本 10.2 之前的 Oracle 資料來源時，完整外部結合將傳回不正確的資料結果。為了避免此
問題，IBM CognosBI 將它們作為本端作業進行處理。
處理的結果是，您必須將希望使用明確或隱含外部結合的所有專案的查詢處理設定為 limitedLocal。

測試從 Teradata 匯入的模型中的查詢主題時出錯
您正在使用從 Teradata 匯入的模型。在測試包含圖形項目的某些查詢主題時，將顯示以下錯誤：
QE-DEF-0177 執行作業「sqlOpenResult」在 status='-28' 時出錯。
UDA-SQL-0114 為作業「sqlOpenResult」提供的遊標無效。
UDA-SQL-0107 在「SgiCursor::doOpenResult()」作業期間發生一般異常。
[NCR][ODBC Teradata Driver][Teradata RDBMS] 請求的字串翻譯未知。
原因是不支援 GRAPHIC 和 VARGRAPHIC 資料類型。

Type-In SQL 查詢主題的錯誤
在 DB2 中定義以下內容：
create type address as ( number character (6), street varchar(35), city varchar(35) ) MODE
DB2SQL; create table emp ( emp_no int, emp_address address); Select e.emp_no, e.emp_address..
street from emp e SQL0206N "aBmtQuerySubject.2

定義 Type-In SQL 查詢主題時，由於為結構化類型的屬性參考指定的名稱而出現錯誤。
若要解決此問題，您有以下兩種選擇：
●

為原始查詢主題中的欄指定簡單相關名稱，例如 Select e.emp_no, e.emp_address..street as
"ABC" from em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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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在欄的兩側新增兩組大括號 ({{ }}) 將通過標記用於查詢主題

QE-DEF-0259 錯誤
如果在表示式中的錯誤位置使用了大括號 { }，則會發生此錯誤。 IBM® Cognos® BI 要求大擴號 {
} 之間的任何內容作為函數都處於同一層級。如果在表示式的其他位置使用了大括號，您將看到
以下錯誤訊息：
QE-DEF-0259 存在解析錯誤
您也可以使用大括號將唯一語法傳送到資料來源。例如，資料庫將關鍵字用於某個函數，但 IBM
CognosBI 中未使用此關鍵字。
IBM CognosBI 不驗證大擴號之間輸入的語法。僅將該語法傳送到資料來源。
解決方案是確保不在錯誤的位置使用大括號。
例如，您在表示式中鍵入以下內容：
[ss_ole_both].[authors_lith].[au_id] = [ss_ole_both].[authors_latin].[au_id]
Lithuanian_CI_AI}

{ collate

則會看到以下錯誤訊息：
QE-DEF-0259 在以下位置之前或附近存在解析錯誤: 75，文字起始位置為: 5 "le_both].[authors_lith].
[au_id]=[ss_ole_both].[authors_latin].[au_id]{"
同時，以下表示式有效：
{ Q3.au_id }

=

{ Q4.au_id collate lithuanian_CI_AI }

外部化的鍵圖維度保留舊的提示值
您具有包含可選提示的鍵圖維度 (SAP BW)。如果您將此維度外部化為 csv 或 tab 檔案，則外部化
的檔案不會包含所有資料列。這是因為保留了提示值。
例如，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測試維度時設定了維度的提示值。提示值將保留在快取中。即使在
提示對話方塊中清除了提示值，外部化鍵圖維度也會導致檔案包含由最近使用的提示篩選的資料。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執行以下操作之一：
●

請勿在外部化鍵圖維度之前對其進行測試。

●

關閉模型，然後再次開啟，並外部化鍵圖維度。

舊模型中顯示層級物件安全性
如果您使用的是先前建立的 IBM® Cognos® 模型，則可能已定義層級的物件安全性。層級的物件安
全性不受支援。
解決方案是在公佈舊模型之前，先對其進行驗證和修復。

步驟
1. 從 [專案] 功能表，按一下 [驗證模型]。
2. 選取參考某層級的安全型視圖，然後按一下 [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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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Framework Manager 模型匯出至 CWM 檔案失敗，並顯示錯誤
未找到 MILOG.TXT
當路徑包含日文字元時，將 Framework 模型匯出至 CWM 檔案會失敗，並顯示錯誤「未找到
MILOG.TXT。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執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指定不使用日文字元的匯出路徑。

●

將電腦的系統預設語言變更為日文。您可以在[控制台] 中的 [地區及語言選項] -> [進階] 下設
定系統預設語言。如需有關如何執行此操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 作業系統說明。

升級到 IBM Cognos BI 8.3 版和更高版本後，用於內部結合的 SQL
出現差異
如果從 8.3 版之前的產品進行移轉，則用於 INNER JOIN 語法的 SQL 的生成結果可能會出現差異。
您可以透過配置 [SQL 結合語法] 監督者的設定來控制用於內部結合的 SQL 語法。所有版本的 IBM
Cognos BI 所生成的 SQL 結合語法均將產生相同的結果。
如果使用可以透過明確或隱含語法實現的 RDBMS 實體化技術，則必須確保在模型中為 [SQL 結合
語法] 監督者選取相同的語法設定。

完整外部結合不會傳送到 Oracle 9i 和 10GR1
依預設，因 Oracle 錯誤 #2874433，IBM® Cognos® BI 不會將完整外部結合傳送到 ORACLE 9i 和
10GR1。這要求在 IBM Cognos BI 中使用限本端處理。
要對 Oracle 啟用完整外部結合，您必須
●

確保您具有所需的修補程式集，包括對錯誤 #2874433 的修復

●

修改 cogdmor.ini 檔案以啟動完整外部結合 (Full_outer_join=T)

由於對 ini 設定所做的任何手動編輯均會被下一次安裝覆寫，因此您必須在安裝了 Cognos BI 或
Framework Manager 的所有電腦上手動複制這些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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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介紹了 IBM® Cognos® Transformermer 使用者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和限制，以及建議的解決方
法。
此資訊分為以下部分：
●

"在 IBM Cognos Transformer 中塑型時出現的已知問題"(第651頁)

●

"在 IBM Cognos Studio 中使用 PowerCubes 時出現的已知問題"(第654頁)

在 IBM Cognos Transformer 中塑型時出現的已知問題
本小節記錄了在 IBM® Cognos® Transformer 中塑型時的已知問題和限制。

手動編輯提示規格檔案後發生 BAPI 錯誤
在 Transformer 中，您為基於 SAP 的套件建立了提示規格。您手動編輯提示規格檔案 prompt.xml，
並儲存了變更。編輯檔案後，您嘗試使用指令行選項 (例如以下選項) 產生 PowerCube，
cogtr -fpromptspecfilename -n cubename.mdl

但是並未產生 PowerCube，並且您收到 BAPI 錯誤。
該錯誤由無效的成員唯一名稱 (MUN) 所致。由於手動編輯 prompt.xml 檔案容易出錯，我們建議您
不要手動編輯 prompt.xml 檔案，而是建立其他提示規格。

無法使用 Sybase 資料庫連線存取 IQD 資料來源
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您透過 Sybase 資料庫連線使用 IQD 檔案將模型外部化。當您嘗試將資
料來源檔案匯入 Transformer 時，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TR1907] Transformer 無法使用登入資訊 <使用者 ID，密碼> 存取資料庫資料庫_名稱。
資料庫連線失敗，因為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建立資料來源時向 SQL 查詢新增了引號。
若要成功連線至 IQD 資料來源並匯入模型，您必須首先編輯 CS7Gateways\bin 目錄中的某些配置檔
案。

步驟
1. 開啟 cs7g.ini 檔案，並確保連線字串中的資料庫類型為 CT 而不是 CT15。
Cs7g.ini 位於 installation_location\CS7Gateways\bin 目錄中。
2. 在 [Services] 部分，包括以下內容：
CTDBA=ctdba, ctdba15

3. 儲存變更。
4. 開啟 cogdmct.ini 檔案，並在 [UDA USER OPTIONS] 部分中，指定以下內容：
Attach=SET QUOTED_IDENTIFIER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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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dmct.ini 位於 installation_location\CS7Gateways\bin 目錄中。
5. 儲存變更。
6. 開啟 Transformer 並匯入資料來源。

無法使用在包含 Oracle 儲存程序的 Framework Manager 中建立的 IQD
在 Transformer 中，嘗試開啟在包含 Oracle 儲存程序的 Framework Manager 中建立的 IQD 時，您會
收到具有類似於以下內容的訊息：
(TR0118) Transformer 無法讀取在 <Lan 位置>\<資料來源><iqd_名稱>.iqd 中定義的資料庫 [資料來
源]。
DMS-E_General 「執行」作業期間發生一般異常。
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建立的 IQD 中產生的原生 SQL 錯誤。無法將 IQD 用於 Transformer。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執行儲存程序，並將 [Externalize Method] 設定為 [IQD]。
從執行的儲存程序建立模型查詢主題，然後公佈套件並在 Transformer 中開啟該套件。

在模型計算使用雙引號時防止出錯
如果嘗試開啟包含帶有雙引號 (可能用於建立連接類別) 的計算的 .mdl 格式模型，則即使遵循了建
議的做法以單引號對這些計算進行換行，您仍可能收到錯誤。
這是因為，如果將 ObjectIDOutput 標誌設定為 True (這是預設模型建立設定)，則 .mdl 格式模型不
支援同時使用單引號和雙引號。
若要避免此問題，您有以下兩種選擇：
●

可在文字編輯器中開啟 cogtr.xml.sample 檔案，搜尋字串 ObjectIDOutput，然後將設定變更為
0。將 cogtr.xml.sample 檔案另存為 cogtr.xml。重新啟動 Transformer，並重新儲存模型。

●

可以使用 RDBMS 或工具 (例如 Framework Manager) 來執行所需的計算，然後將資料匯入模型
中。

不管選擇哪種策略，您都可以隨後開啟 .mdl 或 py? 格式模型，而不會出現錯誤。

Framework Manager 和 Transformer 可能為某些語言顯示不同的區域設置工作階段參
數
遇到以下情況時，Transformer 可能無法在測試或 Cube 建置期間傳回預期區域設置中的資料：
●

工作階段參數的 Framework Manager 參數對映中不包括 Transformer 的檔案/工作階段資訊中所
顯示的區域設置。

●

塑型者嘗試在 Transformer 中使用套件 (該套件中沒有區域設置) 中的查詢主題來建立資料來
源。

遇到此問題時，Framework Manager 參數對應中不存在塑型員工作階段參數的區域設置。因此，傳
回的資料將不會是 Transformer 中顯示的工作階段資訊的區域設置。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將 Transformer 檔案/工作階段資訊中顯示的區域設置字串新增到 Framework
Manager 參數清單，以便 Transformer 可在存取資料來源時擷取預期資料。但是，模型中繼資料仍
將以英文或 Framework Manager 設計語言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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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將常規欄轉換為計算的欄，反之亦然
嘗試透過開啟 [Column] 性質表將常規欄轉換為計算的欄時，[Calculated] 按鈕不可用。
在 Transformer 10.1.0 版中，您再也無法透過變更欄性質將既有常規欄轉換為計算的欄。同樣，也
無法再透過變更欄性質將既有的計算的欄轉換為常規欄。
您只能使用 [插入欄] 功能建立計算的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Transformer User Guide》中的
「Define a Calculated Column」。
這不會影響將計算的欄從 IBM® Cognos® Series7 模型匯入至 Transformer 的方式。將正確匯入最初在
IBM Cognos Series7 中建立的既有計算的欄。

Transformer 從基於 SAP 的資料來源擷取資料需要持續很長時間
您嘗試在關閉空值抑制的情況下在 Transformer 中從基於 SAP 的資料來源擷取資料。擷取將持續很
長時間才能完成。
請確保安裝 Transformer 的電腦具有足夠的記憶體以執行匯入。如果實體記憶體有限，則 Transformer
執行作業的速度可能會很慢。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使用任務管理員結束任務。

根據包含手動建立的 SAP 結構的 SAP 查詢來建立 Transformer 模型時缺少類別
讀取數據資料的流萃取介面無法處理 SAP 查詢的某些功能。Transformer 完成從 Framework Manager
套件的匯入時，查詢中手動建立的結構將具有維度的外觀，但會傳回不完整的資料。作為特徵新
增到 SAP 查詢的維度將具有維度的外觀，但不會傳回任何資料。
如果您必須使用具有這些限制的 BEx 查詢，請考慮關閉流萃取並依靠 MDX 查詢。請注意，如果
MDX 查詢太大，則可能失敗。

建立包含 SAP 不平衡階層架構的 PowerCube 時出錯
您將 SAP 套件匯入包含不平衡、不齊整階層架構的 Transformer，在建立 PowerCube 時收到 TR2317
錯誤。
若要避免此錯誤，請在產生維度的類別之前執行以下步驟。

步驟
1. 在 [Dimension Map] 中，在唯一標示的不齊整、不平衡階層架構中的最低層級上按一下滑鼠右
鍵。
2. 按一下 [Properties]，然後在 [Source] 標籤上按一下 [Move]。
3. 從 [Run] 功能表中，按一下 [Generate Categories]。
4. 從 [Run] 功能表中，按一下 [Create PowerCubes]。

在發佈後不久重建 PowerCube 會發生 TR0787 錯誤
在 Transformer 中使用 [公佈] 精靈公佈 PowerCube 後，PowerCube 檔案將由 IBM® Cognos® 伺服器鎖
定幾分鐘。如果您在這段時間內嘗試重建 cube，cube 的建置可能會失敗，將產生 Transformer 錯誤
TR0787，指示該 cube 已被其他套用程式佔用。
要避免出現此情況，請執行以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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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使用 [Publish] 精靈公佈 Cube。

●

請等待檔案鎖定解除，再重建此 cube。

●

在不同於 cube 發佈位置的位置建置 cube。

在 IBM Cognos Studio 中使用 PowerCubes 時出現的已知問題
您可以使用 Transformer 將 PowerCubes 及其資料來源直接公佈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而不
必使用 Framework Manager 作為中間媒介。
本小節記錄了與在 IBM Cognos Studio (例如 Analysis Studio 和 Report Studio) 中使用 PowerCubes 關聯
的已知問題和限制。

尚未最佳化的 IBM Cognos PowerCubes 在 IBM Cognos BI 中可能會開啟緩慢
如果使用 Transformer 舊版本建立的 PowerCubes 在 IBM Cognos Studio 中開啟所花時間太長，我們建
議您執行 IBM CognosBI 隨附的名為 pcoptimizer 的指令行公用程式以改善執行時的效能。此最佳化
公用程式在模型不再存在或用於建置 PowerCubes 的資料不再可用時適用於舊版本的 PowerCubes。
對於在 Transformer 8.x 版和更高版本中建立的 Cube，則不需要執行此指令行公用程式。

步驟
1. 備份目標 PowerCube，然後瀏覽至 c10_位置/bin 目錄。
2. 在 Windows 中，開啟指令行視窗並執行 PCOptimizer.exe。
3. 在 UNIX/Linux 中，輸入以下行的指令以執行最佳化指令行公用程式：
pcoptimizer [-t] [-v] [-h]cubename

其中，如果 PowerCube 的位置與 pcoptimizer 相同，則 cubename 是完全限定的 PowerCube 名稱
或按時間分區的控制 Cube 名稱 (具有副檔名 .mdc)。否則，cubename 則為具有 .mdc 副檔名的
完整路徑。
附註：此方式僅支援中繼資料萃取。若要設定使用者可配置的逐層分析，必須使用Transformer。
目前不支援萬用字元。所以您必須為每個 PowerCube 呼叫一次公用程式。如果未提供 cubename，
則該程式會進入交互模式，提示您輸入 PowerCube 名稱並接受鍵盤輸入。可選參數如下所示：
●

-t 或者測試模式；它將測試是否已萃取中繼資料並將其載入 PowerCube。傳回的代碼將指

示狀態。

●

●

如果已萃取並載入了中繼資料，則代碼為 0

●

如果未載入中繼資料，則代碼為 10

●

如果存取 PowerCube 時發生錯誤，則代碼為 20

-v 或者冗長模式；會將文字輸出為標準輸出 (stdout)，同時指示已執行的作業 (包括所有錯

誤訊息)。如果在交互模式中執行，則會採用 -v。所有的文字僅以英文輸出。
●

-h 用於指令行說明；如果未提供 cubename，則會將用法和選項顯示在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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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Studio 顯示了錯誤的貨幣符號
公佈到 IBM® Cognos® Analysis Studio 時，PowerCubes 顯示預設貨幣，而非與您的伺服器和 PC 的區
域設置相關聯的貨幣。例如，GBP (￡) 將顯示為 $。
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可以執行以下作業之一：
●

在 Transformer 中準備模型並根據您的 Transformer 電腦所使用的系統區域設置將預設貨幣符號
嵌入結果 PowerCubes 中時，建立貨幣表。

●

對於不包含嵌入貨幣表的 PowerCubes，請將 fallbackCurrency 參數設定為預設貨幣。

在 Transformer 中建立貨幣表的步驟
1. 在 Transformer 中，從 [File] 功能表中按一下 [Currency Table]，然後按一下 [OK]。
2. 在每個貨幣測量值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Allow currency conversion]。
此預設貨幣表不包括您的執行區域之外的任何區域的貨幣資訊。而且，在 Analysis Studio 中工
作時，無法轉換為其他貨幣。

將 fallbackCurrency 設定為預設貨幣的步驟
●

透過將安裝_位置\configuration\qfs_config.xml 檔案中的 fallbackCurrency 參數設定為 GBP (英國
英鎊) 或安裝_位置\bin\ccli18nrescr_xx.xml 檔案中列出的其他貨幣代碼，來定義預設貨幣。
以下是範例。
<!-- execution layer providers-->
<provider name="PowerCubeODP" libraryName="pcodp" connectionCode="PC">
...
<providerDetails>
<parameters>
<!-- Max depth of nested calculated members within a query. -->
<parameter name="maxCalculatedMemberNestingDepth" value="30"/>
<!-- Normalize yen/won currency symbols - set to "false" to disable -->
<parameter name="normalizeYenWon" value="true"/>
<!-- Fallback currency for cubes with no default currency specified - set to
USD, EUR etc. -->
<parameter name="fallbackCurrency" value="USD"/>
</parameters>
</providerDetails>
</provider>

對貨幣格式中小數的變更
在 IBM® Cognos® Studio 或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Mobile Analysis 8.3 版中開啟 PowerCube
時，您可能會注意到貨幣格式中顯示的預設小數位數的變更。
此行為的原因是以下變更：
●

現在，貨幣格式中的預設小數格式由 Cube 中的所選測量值格式決定，而不是由資料來源貨幣
表定義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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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實際收入測量值格式指定兩位小數，而貨幣表中的 USD 貨幣指定無小數位，則在
USD 貨幣值中將顯示兩位小數。
●

現在，包含除運算子和至少一個貨幣運算元的計算將僅在以下情況下顯示包含三位小數的結
果值
●

貨幣值都不包括小數

●

兩個貨幣運算元的小數位數不同

在此類型的所有其他計算中，結果值中的小數位數由貨幣值中的小數位數決定。以下範例說
明了此新行為：
●

$4.00 / $2.00 = $2.00

●

$4 / $3.0000 = $1.3333

●

$4 / $3 = $1.333

●

$4.0 / $3.00 = $1.333

不齊整或不平衡階層架構導致非預期行為
在不齊整或不平衡階層架構中，某些並非位於階層架構最低層級上的成員可能在一個或多個較低
的層級上沒有任何子項。對關係來源中的這些階層架構間隙的支援受到限制。對於 OLAP 來源，
會提供更完整的支援，但是某些報表可能會導致非預期行為：
●

分組後的清單報表轉換為交叉資料表時，與缺少成員對應的群組可能顯示或隱藏。使用篩選
函數的集表示式和成員的明細篩選器會發生這種情況。

●

將階層架構中的集表示式用於邊緣上時，將抑制該階層架構的不齊整或不平衡部分。

●

將交叉資料表分段或分割成主-明細報表時，與缺少成員對應的部分將變為空。

在將來的版本中可能會修正這些行為中的某些行為，而其他行為可能會被視為受支援的行為。若
要阻止這些行為，請避免上述情形。
以下情形被認為是安全的：
●

邊緣上具有一個或多個巢套層級參考，未修改表示式。

●

僅在一個邊緣的一個層級上具有層級參考。

●

僅在一個邊緣的一個層級上具有一個或多個作為同層級的明確成員或明確成員集。

●

上述三種情形的綜合。

在所有情況下，都應測試基於不齊整或不平衡階層架構的報表，以確認正確處理階層架構間隙。

無法開啟 Great Outdoors Sales.mdl 範例模型及產生 Cube
如果 Great Outdoors Sales.mdl 的設定資訊不正確，您將無法開啟 Transformer 的範例模型 Great Outdoors
Sales.mdl，也無法產生 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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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避免此問題，請使用以下步驟設定 Great Outdoors Sales.mdl：

步驟
1. 修改 Cs7g.ini 以包含 [資料庫] 連線。
Cs7g.ini 檔案位於安裝_位置/c10/cs7Gateways/bin 目錄中。
2. 開啟 ODBC 資料來源管理員，並建立名為 great_outdoors_warehouse 的新 ODBC 資料來源，以
連線到範例安裝隨附的 SQL Server 資料庫 GOSALESDW。
3. 使用用於 SQL Server 驗證的有效使用者 ID 和密碼進行連線。
4. 開啟模型。

無法公佈 PowerCube
如果您嘗試公佈 PowerCube 但是公佈動作失敗，請檢查 PowerCube 的 Windows® 資料來源位置是否
正確。
如果指定的位置不正確 (這裡指的是為英文版「銷售與行銷」範例 PowerCube 指定的位置不正確)，
則不能公佈該 PowerCube。

步驟
1. 在 PowerCube 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性質]。
2. 在 [資料來源] 標籤的 [Windows 位置] 性質中，確保正確輸入 PowerCube 的指定資料來源位置。
例如，英文版 sales_and_marketing.mdc 範例檔案的位置應該為安裝_位置\webcontent\samples\
datasources\cubes\PowerCubes\EN
3. 若要公佈 PowerCube，請在 PowerCube 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將 PowerCube 公佈為資料
來源和套件]。
請註意，由於範例 PowerCubes 已經公佈，因此建議您不要重新公佈它們。重新公佈範例
PowerCube 可能會導致以 PowerCube 為基礎的報表失效。如果您想要重新公佈範例 PowerCube，
請使用其它名稱重新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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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可用於建立不同類型的報表，包括清單、交叉資料表報表、圖表和使用
者設計的報表。
在 Report Studio 或 IBM Cognos Query Studio 中編寫報表時，您可能會遇到問題。
如需有關使用 Report Studio 的資訊，請參閱《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如需有關使用 Query
Studio 的資訊，請參閱《Query Studio 使用者指南》。

建立報表時遇到的問題
經規劃的專業報表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中建立，而特別報表則是在 IBM Cognos Query Studio
中建立。
本小節的主題記錄了在建立報表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圖表標籤相互覆寫
在 Report Studio 和 Query Studio 中，如果您使用預設大小定義圖表並以 HTML 或 PDF 格式轉譯該
圖表，則該圖表的軸標籤可能會相互覆寫。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透過修改圖表的高度和寬度性質或啟用 [允許略過] 性質，使圖表更寬或更
高。

圖表僅每隔一個標籤顯示
您建立了一個包括圖表的報表。將 [允許略過] 選項設定為 false，但在您執行報表時會略過標籤。
如果沒有足夠的空間用於所有標籤，並且選項 [允許 45 度旋轉]、[允許 90 度旋轉] 和 [允許交錯]
也被設定為 False，則會發生此情況。IBM Cognos BI 沒有可調整標籤大小的選項，因此會略過每隔
一個的標籤。
解決方案是選取 [允許 45 度旋轉]、[允許 90 度旋轉] 或 [允許交錯]。

圖表漸層背景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顯示為灰色
在 Report Studio 中，您可以為包括漸層的圖表定義自訂色盤。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中以
HTML 格式轉譯圖表時，圖表背景顯示為灰色。這是 Internet Explorer 問題。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選取圖表並將色彩白色定義為圖表背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soft 知識庫文章 # 294714 (http://support.microsoft.com)。

零除作業在清單和交叉資料表中的顯示不同
如果您有一個存取關係資料來源的清單，則包含零除作業的計算會顯示為空值，例如空白儲存格。
在交叉資料表中，零除作業顯示為 /0。如果將 [避免零除] 性質設定為 [是] (此為預設值)，則會發
生此情況。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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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清單和交叉資料表中的空值的顯示保持一致，請在交叉資料表儲存格表示式中定義一個
if-then-else 敘述，該敘述可將值 /0 變更為空值。

升級報表時發生應用程式錯誤
升級報表時，如果報表的頁面版面中包含不在資料容器中的資料項目，則會發生以下錯誤：
RSV-SRV-0040 發生應用程式錯誤。請聯絡您的管理員。
IBM® Cognos® BI 無法確定資料項目的查詢參考時，會發生此錯誤。這種資料項目會透過顯示在左
下角的帶有白色 x 圖示的小紅圓圈進行識別。
若要修正錯誤，請將資料項目拖至容器中。如果容器為清單，我們建議您將資料項目拖至清單頁
面頁首或頁尾，或整個頁首或頁尾。如果您要查看每個頁面上或整個報表中的項目的第一列，請
將項目拖至清單頁面頁首或整個頁首。 如果您要查看每個頁面上或整個報表中項目的最後一列，
請將項目拖曳至清單頁面頁尾或整體頁尾。
提示：如果沒有頁首或頁尾，請建立頁首或頁尾。

包含已進行多次分組的資料項目之巢狀清單報表在升級後不執行
升級包含已在兩個清單中進行分組的資料項目之巢狀清單報表後，報表不執行並且會顯示如下錯
誤訊息：
OP-ERR-0199: 不支援該查詢。邊緣的維度不一致。來自維度=「[產品系列]」的資料項目必須相
鄰。
如果報表根據維度資料來源執行並且兩個清單使用同一查詢，則會發生此錯誤。如果報表根據關
係資料來源執行，則不會發生此錯誤。
例如，您有包含分組的項目 [產品系列] 和 [產品類型] 的清單以及包含資料項目 [年]、[季] 和 [出
售價格] 的巢狀清單。[年]、[季] 和 [產品系列] 是巢狀清單中的分組的項目。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從內部清單中刪除兩個清單中分組的資料項目。

從內部清單中刪除分組的資料項目的步驟
1. 按一下報表中的任意位置。
2. 在 [性質] 窗格中，按一下 [選取母項] 按鈕，然後按一下表示內部清單的 [清單] 連結。
3. 按兩下 [分組和排序] 性質。
4. 在 [群組] 窗格中，選取您要的資料項目，然後按一下 [刪除] 按鈕。

不顯示範本中的背景色彩
在 Report Studio 中建立 Query Studio 範本時，如果您新增清單物件並變更其背景色彩，則在您將該
範本套用至 Query Studio 報表時不會顯示色彩變更。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執行下列作業之一：
●

在 Report Studio 中編輯清單的樣式表 (CSS) 類別。

●

建立 Query Studio 範本時，請勿將任何物件新增至頁面本文。

●

保留頁面本文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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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的清單中的小計
使用包含不齊整階層架構的 IBM Cognos PowerCube 時，如果您在階層架構的第一個層級上進行分
組，小計可能會出現在錯誤的位置，或是顯示錯誤的值。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對在第二個層級上進行分組。

不在報表和工作室中反映 Oracle Essbase 中的中繼資料變更
如果 Oracle Essbase 伺服器上發生中繼資料變更，變更不會立即反映在工作室中的中繼資料樹狀目
錄中。此外，報表執行時，該報表不會獲取重新公佈的變更。
若要檢視新結構，您必須重新啟動 IBM® Cognos® Content Manager 伺服器。

關係未保留在具有重疊集層級的報表中
在報表中，不會永遠保留同一維度中重疊層級上的巢狀或平行成員集之間的關係。
例如，包含 [年] 和 [月] 成員中的成員之資料來源中的具名集會巢套於 [年] 下，但不會依年正確分
組。
在其他範例中，會顯示如下錯誤訊息：
OP-ERR-0201 存在多個階層架構 ([Product].[B1]，[Product].[Product]) 並且每個階層架構均具有以同
一屬性 (產品) 為基礎的層級時，無法正確計算值。
在以下涉及非測量資料項目 X 和 Y (重疊於同一維度) 的情況下，會發生此問題：
●

X 和 Y 共同作為取消分組的報表明細

●

將 Y 巢套於 X 下

●

Y 被附加為以 X 為基礎的群組的屬性

使用具名集或涵蓋階層架構的一個以上層級的集時，請勿在同一報表中的一個以上位置使用同一
維度中的集。它們應該僅顯示在一個邊緣的一個層級上。

在存取 SAP BW 資料來源的報表上建立分區
在不同情況下，報表中存在分區時，SAP BW 資料來源可能會發生問題：
如果報表中的某個分區使用不齊整階層架構中最低層級的查詢項目 (例如，未指定節點的子項)，
則可能會顯示以下 BAPI 錯誤：
函數模組 BAPI_MDDATASET_SELECT_DATA 中發生 BAPI 錯誤。特徵 <cubeName> 的值 <valueName>
未知
如需有關使用雜亂或不平衡階層架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不整齊階層架構中的最低層級查詢項目
解決方案是從最低層級查詢項目中移除分區。

具有 SAP 變數的數個多維資料結構
解決方案是在報表中建立分區時使用一個 SAP 多維資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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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中顯示錯誤字元 (--)
執行報表時，您在報表中看到兩條虛線 (--) 而不是值。
如果您使用除 PowerCube 和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Analysis Services (SSAS) 以外的 OLAP 資料來
源，並且對使用除總和 (總計)、最大值、最小值、第一、最後和計數以外的累積的計算和測量套
用彙總時，則可能會顯示這些字元。
所有其他類型的累計均會失敗或傳回錯誤儲存格，通常顯示為兩個虛線字元 (--)。
此問題發生於 (包括但不僅限於) 以下位置：
●

頁尾

●

彙總函數

●

彙總篩選器和使用彙總的明細篩選器

●

用於選取報表的其他位置所用階層架構的多個成員的明細篩選器、摘要篩選器和內容篩選器

如果您要使用 SSAS 2005 資料來源，則在彙總中使用 OR 篩選器時，這些字元也可能顯示在彙總
儲存格中。要避免此問題，請勿在彙總中使用 OR 篩選器。

函數與集合一起使用時不可靠
如果您建立將 descendants 函數與集合一起使用的表示式，則可能得到不可預知的結果。某些預期
的成員可能會遺失或具有空白標題或標籤。
如果 descendants 函數使用集合而不是單個成員作為第一個參數，並且 descendants 函數巢套在相
同階層架構中的另一個資料項目下時，會出現此問題。
要避免此問題，請將 descendants 函數中的第一個參數取代為 currentmember(H) 函數，其中 H 是所
需集合的階層架構，表示式便巢套在其中。例如，使用 descendants(currentmember(H)。

使用 SSAS 2005 Cube 時，欄、列或資料消失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Analysis Services (SSAS) 具有稱為 AutoExists 的功能，可以移除同一維度
的兩個階層架構相交處沒有數據的值組。
如果您將階層架構的預設成員設定為不與維度中任何其他成員一起存在的成員，則欄、列或資料
會消失。要避免此問題，請將導致消失的預設成員變更為與維度中所有其他成員一起存在的成員。
如果指定的成員導致出現一個或多個不存在的值組，則列、列或資料也可能消失。目前對此情況
沒有解決方法。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soft 知識庫文章 # 944527 (http://support.microsoft.com)。
如果階層架構的預設成員也不是維度中所有其他階層架構內存在的成員，並且如果您要查詢相同
維度中不同階層架構內的成員，則可能還會遇到非預期的結果。
例如，交叉資料表包括以下內容 (使用 [冒險工作] Cube)：
●

列：Generate([Adventure_Works].[Account].[Accounts],set([Balance Sheet],[Units])) 巢套
children([Adventure_Works].[Department].[Departments]->:[YK].[[Department]].[Departments]].&[1]]])

●

欄：[Adventure_Works].[Account].[Account Number].[Account Number]

●

測量：[Adventure_Works].[Measures].[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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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執行報表並注意查詢使用某些空白儲存格轉譯。然後，您可以套用簡單的明細篩選器
[Amount]>1，並執行報表。僅顯示列標籤，將遺失所有資料和欄。
在 [冒險工作] cube 中，[Account].[Accounts] 屬性將預設成員設定為 [淨收入]。在評估 GENERATE
集合表示式時，SSAS 將檢視整個 cube 空間並檢視 [Account] 維度的所有座標。這些座標包括
[Account][Account Type].&[] 和 [Account].[Accounts].[Net Income]。 由於這兩個座標不存在於相同的
階層架構中，因此 SSAS 會傳回空集。
要避免此問題，SSAS 管理員必須將 cube 中的預設成員設定為所有其他階層架構內存在的成員。

報表中的非預期儲存格格式
在使用除 OLAP 之外的資料來源執行報表時，儲存格格式可能不會按預期顯示。例如，某些儲存
格可能顯示的非常小。這可能是由於從查詢傳回的空值引起的。
要指定查詢中的值為空值時資料容器顯示的內容，請參閱《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還可能在某些儲存格中看到日期無效訊息。此問題僅特定於 IBM Cognos Transformer，並在使用未
知日期值建構 Cube 時發生。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Transformer User Guide》

報告 TM1 Executive Viewer 和具備 TM1 資料來源的 IBM Cognos BI 之間的差異
使用 IBM® Cognos® TM1® 資料來源時，在 IBM Cognos BI 工作室和 TM1 Executive Viewer 中建立的
可比較報表可能包含不同的儲存格值。發生此問題是由於 TM1 Executive Viewer 產品將一種演算法
用於選取非預期維度 (略微不同於傳統 OLAP 客戶) 的預設成員。
為避免此問題，在 IBM Cognos BI 工作室中篩選報表時，請使用與在 Executive Viewer 使用者介面
上顯示的預設選項相符的內容篩選器。這會確保 IBM Cognos BI 中的儲存格值與 Executive Viewer
中的值相符。

TM1 資料來源的中繼資料樹狀目錄的順序存在差異
使用 IBM® Cognos® TM1® 資料來源時，IBM Cognos BI studio 的 [可插入物件] 窗格之中繼資料樹狀
目錄中的成員順序可能不同於 TM1 Architect 中顯示的順序。
依預設，TM1 Architect 使用與 IBM Cognos BI 稍有不同的演算法轉譯階層架構的成員。IBM Cognos
BI 按階層架構順序自動轉譯 TM1 資料來源中的成員中繼資料。
如果您要查看 IBM Cognos BI 工作室將如何轉譯階層架構，請從 TM1 Architect 中，按一下 [階層架
構排序] 按鈕。

計算資料時遇到的問題
本小節的主題記錄了您在使用表示式來計算資料或彙總報表中的資料時可能遇到的問題。

使用 SAP BW 資料來源時，查詢計算中的彙總包括空值
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中使用 SAP BW 資料來源時，會在結果集中傳回資料庫中的空值，
並且在以下情況中，count 彙總函數包括空儲存格：
●

查詢計算包括算術計算，在該計算中會執行一個或多個空運算元和一個集合。

●

查詢計算的結果為常數，例如 current_time 和 current_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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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彙總函數通常應排除空值。

要避免出現此問題，對於第一種情況，請確保兩個操作符都不傳回空值。例如，原始表示式為
[num1]+[num2]。而使用以下表示式：
if ([num1] is null) then ( 0 ) else ([num1])
if ([num2] is null) then ( 0 ) else ([num2])

對於第二種情況，沒有解決方案。

使用 SAP BW 資料來源進行計算的空結果
使用 SAP BW 資料來源時，如果計算中所使用的表示式含有空項目，則該表示式計算所得的值為
空值。例如，在計算 some_expression = result 中，如果表示式參考的列或欄包括空值，則結果為空。
若要避免獲得空值作為計算的結果，請在建立計算前抑制空值。

巢狀集中非預期的彙總值
如果報表包含巢狀集，除內部集彙總之外的彙總可能包含非預期值。例如，您在一個交叉資料表
(包含列中具有年份的集) 中插入彙總。

然後，在 [年] 中巢套產品系列集。

請注意，彙總值不會變更以表示新值的總計。發生此問題是因為與維度套件配合使用的 [within set]
彙總不會考慮巢套在已彙總集之下的集。
若要顯示正確的彙總值，如果內部集和外部集不屬於同一維度，則您可以按以下方法將內部彙總
項目的副本巢套於外部彙總項目下。

使用 OLAP 資料來源時，彙總結果錯誤
使用 OLAP 資料來源時，使用 for 子句的彙總得出的結果錯誤。
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 for 子句需要存取數據表的明細列。而 OLAP 資料來源沒有明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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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此報表使用維度塑型關係 (DMR) 資料來源並含以下彙總：
●

mx：maximum ([收入] for [年份 (出貨日期)])

●

mx2：maximum (Aggregate([收入]) for [年份 (出貨日期)])

請注意，mx 和 mx 2 的值不同，其中 mx2 以可見資料為基礎，而 mx 並非如此。該結果是正確的。
下面這個報表使用了 OLAP 資料來源並包含相同的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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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此時 mx 和 mx2 的值是相同的。兩個彙總均以可見資料為基礎。mx 值錯誤。
頁尾彙總的結果也錯誤。
若要避免此問題，使用 OLAP 資料來源時，請確保 for 子句前的參數為 aggregate 函數。

使用 IBM Cognos PowerCubes 和時間測量時產生的錯誤結果
如果報表使用IBM® Cognos® PowerCube 資料來源以及以下資料項目的組合，則您會遇到錯誤結果：
●

將使用 [時間狀態累計] 的測量設定為 [平均值] 或 [加權平均值]

●

aggregate ( 來自時間維度的成員 ) 表示式

●

具有相對時間階層架構中成員的交集

為了避免出現錯誤的結果，請勿在您的報表中使用此組合。

報告 TM1 Executive Viewer 和具備 TM1 資料來源的 IBM Cognos BI 之間的差異
使用 IBM® Cognos® TM1® 資料來源時，在 IBM Cognos BI 工作室和 TM1 Executive Viewer 中建立的
可比較報表可能包含不同的儲存格值。發生此問題是由於 TM1 Executive Viewer 產品將一種演算法
用於選取非預期維度 (略微不同於傳統 OLAP 客戶) 的預設成員。
為避免此問題，在 IBM Cognos BI 工作室中篩選報表時，請使用與在 Executive Viewer 使用者介面
上顯示的預設選項相符的內容篩選器。這會確保 IBM Cognos BI 中的儲存格值與 Executive Viewer
中的值相符。

數字計算中莫名其妙的不一致
您可能發現捨入錯誤造成數字計算中莫名其妙的不一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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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迴歸測試後發現數字中出現差異。它們的不同之處僅僅是小數位數的捨入。

●

您選擇不在報表中顯示零，但零卻依然顯示出來，這是因為報表中有捨入為零的小數位數 (例
如，0.00000000000000426)。

不單是 IBM® Cognos® 軟體中有捨入問題。存在捨入的環境中都有這個問題。

二進位捨入錯誤
可能會因二進位捨入錯誤在計算中造成不一致。例如，如果數字 1.1 表示二進位浮點數，而且您
的報表格式包括很多小數位數，則數字 1.1 可能會精確顯示 (類似於 1.09999999999997)。
如果您的報表格式設定為僅使用一位小數，則會進行小數捨入 (補償二進位捨入)。因此精確值為
1.09999999999997 的數字會顯示為 1.1。在計算中使用此數字時，可能會出現捨入錯誤。例如，
Microsoft® Excel 計算使用二進位數字 (未捨入小數位數)，但是報表中的格式設定會顯示捨入過的
小數位數，這可能造成小小的不一致。

除法捨入錯誤
無論數字如何表示，涉及除法的計算都通常會發生捨入錯誤。例如求平均值和 基數百分比計算。

儘量減少捨入影響的設計準則
最佳解決方案就是變更基本資料庫概要或 Cube 模型，但這可能不是始終可以執行。另一個解決方
案是透過在編寫報表和在 FrameWork Manager 與外部 OLAP Cube 中建立模型時遵循以下指南，來
減少捨入的影響：
●

儘量避免將資料儲存為浮點格式。尤其要這樣處理貨幣值，將其儲存為固定點小數或帶小數
位數值 (例如 2) 的整數。
例如，在 Cube 中，2004 年露營器材收入為 $20,471,328.88。如果收入明細儲存為浮點數，則計
算收入時可能會發生捨入錯誤。
根據計算的順序，捨入錯誤可能稍有不同。如果先計算產品的收入然後計算時間的收入，則
可能得到與先計算時間然後計算產品不同的捨入錯誤。
總收入可能被計算為以上數字。或可能稍有不一致，例如為 $20,471,328.8800001 而不是
$20,471,328.88。內部數字可能與顯示的數字稍有不同。OLAP 引擎使用報表進行計算的順序不
同，即使執行相同報表，數字也可能會不同。

●

儘量避免在報表中使用除法。必須使用除法時，要儘量在計算程序的後面部分使用。例如，
不使用 Total([收入]/1000)，而是使用 Total([收入])/1000。

●

進行比較時，增加利潤以允許進行捨入。例如，您可能希望 [利潤百分比] 為沒有小數的百分
比之格式的小數值。但是，篩選器 [利潤百分比]<>0 (或 [利潤百分比] 不在 0 和 0 之間) 拒絕零
值，並可能傳回格式化後顯示為 0% 的值。
要避免出現此情況，請以下面兩種方式之一進行篩選：
●

[利潤百分比] 不在 -0.005 和 0.005 之間

●

([利潤百分比] <- 0.005) 或 ([利潤百分比]> 0.005)

請注意，0.005 相當於 0.5%，根據浮點精確度損益，顯示為 0% 或 1%。
在收入案例中，您可能希望透過明確地捨入值來控制捨入錯誤。例如，不使用 [利潤百分比]，
而是使用 round(利潤百分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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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重新計算數字，而不是重複使用可能包含捨入小數的計算。

Microsoft® Anaylsis Services 2005/2008 可能還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項，尤其是比較多次執行 (如在
Lifecycle Manager 中多次執行) 的報表結果時。請參閱 Microsoft 文件以取得詳細資訊。

對 _make_timestamp 欄進行篩選時發生 HRESULT= DB_E_CANTCONVERTVALUE
錯誤
您無法對 _make_timestamp 欄進行篩選，並會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UDA-SQL-0114 為作業「sqlOpenResult」提供的游標無效
UDA-SQL-0206 OLEDB 驅動程式傳回以下值：HRESULT= DB_E_CANTCONVERTVALUE
RSV-SRV-0025 無法執行此請求
解決方案是在集合之後 (而不是在集合之前) 套用篩選器。

分配報表時遇到的問題
本小節的主題記錄了在分配報表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電子郵件通知中的報表連結無法使用
如果電子郵件通知中的報表連結無法使用，則可能無法正確配置 Gateway URI。
您必須將 Gateway URI 的主機名稱部分從 localhost 變更為電腦的 IP 位址或電腦名稱。如果電子郵
件中的 URL 包含 localhost，遠端使用者將無法開啟該報表。

報表不包含資料
在 IBM® Cognos® Event Studio 中，對維度塑型的資料來源執行的代理程式，如果根據關係資料來源
傳遞值至報表中，報表可能不會包含資料。
如果來源是維度來源，代理程式會將成員唯一名稱 (MUN) 傳給目標報表。如果目標報表基於同一
維度來源，該報表將正確執行。但是，如果報表基於關系來源，則代理程式必須為報表傳遞值 (而
非 MUN) 以正確執行。

將 MUN 轉換為值的步驟
1. 在報表任務頁面中，將資料項目從 [可插入物件] 樹狀目錄拖曳至 [值] 欄位。
2. 在欄位中按一下。
3. 從 [插入] 功能表中，按一下 [標題]。

儲存代理程式時電子郵件訊息中的超連結被去除
在 Event Studio 中，儲存代理程式時會刪除超級連結。管理員必須允許電子郵件連結以確保連結保
留在由代理程式建立的電子郵件中。

允許電子郵件中的連結的步驟
1. 將以下行新增至 templates/ps/portal/system.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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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 name="allow-email-links">true</param>
2. 重新啟動伺服器。
附註：新增此設定不會修復既有代理程式。

在電子郵件中插入連結的步驟
1. 亮顯電子郵件中的一些文字。
2. 按 Ctrl-K。
3. 在顯示的方塊中輸入 URL。

執行 Web 服務任務時出錯
執行 Web 服務任務時，您可能遇到以下某個錯誤：
CNC-ASV-0001 發生以下 Agent Service 一般錯誤：java.lang.StackOverflowError
CNC-ASV-0007 代理程式 Web 服務任務發生錯誤。
若要避免此錯誤，請修改 bin 資料夾中的 bootstrap_win32.xml 檔案以新增 ThreadStackSize (Xss) 參
數：

步驟
1. 在 XML 編輯器中開啟 c10_location\bin\bootstrap_win32.xml 檔案。
2. 將以下參數新增至檔案：
<process name="catalina"> ...<param condName="${java_vendor}" condValue="Sun">-XX:
MaxPermSize=128m</param><param condName="${java_vendor}" condValue="IBM">-Xss128m</param>

無法從 Event Studio 呼叫 SDK
雖然 IBM® Cognos® Event Studio 包含可將 Web 服務插入為任務的功能，但無法呼叫 IBM Cognos
SDK Web 服務。由於 SDK 的複雜性以及複雜的資料型式和選項，Event Studio 中的 Web 服務功能
並不處理 IBM Cognos SDK。
此規則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可以從 Event Studio 呼叫的觸發指令。

儲存報表花費很長時間
儲存報表時，將顯示 [另存新檔] 對話方塊以及 [載入中] 訊息。在結束載入之後才能儲存報表，並
且此過程需要很長時間。
此問題將在下一版本的 IBM® Cognos® BI 中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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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44：執行報表和分析、檢視報表和分析或列印
報表和分析時出現的問題
在執行報表、檢視報表或列印報表時可能會遇到問題。如需關於報表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指南》。

執行報表和分析時出現的問題
本小節的主題記錄了在執行報表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報表中的彙總與可見成員不對應
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中使用維度資料來源建立的交叉資料表或圖表，如果在邊緣上具有
內容相關集函數 (例如 filter 或 topCount)，則彙總不會對應至可見成員。彙總使用 within set 彙
總模式時會出現這種情況。
出現此問題是因為使用 within set 彙總模式的彙總使用了從屬於成員的組 (該組在相對邊緣上與這
些成員相交)。例如，下面的交叉資料表將前三位的退貨產品放在欄的位置上。用於產生欄的表示
式為
topCount([Product],3,[Return quantity])

其中 [Product] 為層級。

所有列 (除了 [中歐]) 的 [總計 (退回的產品)] 和 [最小 (退回的產品)] 的彙總值與交叉資料表中的成
員值不對應。這意味著所有區域 (除了中歐) 的前三位退貨產品不是防蟲擾乳液 89110、免蟲擾高
藥量塗抹液 90110 和防曬液 30 94110。請注意，[總計 (地區)] 和 [最小 (地區)] 的彙總值與可見成員
值對應。這是因為這些彙總值代表每個地區這三種產品的退貨總計和退貨最小數量。
透過將欄拖曳至列的右側建立以下單邊緣交叉資料表，您可以查看每個地區的前三位退貨產品。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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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獲得反映可見成員的彙總值，請修改包含內容相關函數組的資料項目的表示式，從而使表示
式包含鎖定到顯示在相對邊緣上的每個階層架構的預設成員的值組。對於此範例，請按如下所示
修改表示式：
topCount([Product],3,tuple([Return quantity], defaultMember([Retailer site])))

其中 [Product] 為層級，[Retailer site] 為階層架構。
執行報表時，所有彙總值都將反映交叉資料表中的可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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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抑制和巢狀列的 Analysis Studio 表中出現的非預期結果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您執行已設定分頁符號的 IBM Cognos Analysis Studio 報表。明細項目僅
顯示在包含套用了抑制的項目的頁面上，僅彙總項目顯示在所有其他頁面上。
出現此種情況可能是由於以下組合條件：
●

該報表包含巢狀層級。

●

抑制套用至在最外面的組內呈巢狀顯示的項目。

●

在報表選項中，對列最外面的組套用了分頁符號設定。

若要避免出現此結果，您可以在 Analysis Studio 中執行以下作業之一：
●

在報表選項中，清除分頁符號設定。

●

在套用抑制之前，將最外面的組移至內容篩選器區域。

●

移除所有抑制。
您也可以按原樣執行報表。若要阻止顯示此訊息，請在 [執行] 功能表中，按一下 [報表選項]。
在 [顯示] 標籤上，清除 [警告頁面] 下的核選方塊。
如果您不能存取 Analysis Studio，請與您的管理員聯絡。

為 OLAP 資料來源定義語言
第一次將 Cube 定義公佈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時，必須識別表示 Cube 中所包含資料的所有語
言。如果在公佈 Cube 之後將語言新增至模型，則擁有與新增語言區域設置相符的區域設置的使用
者可能會發現 Analysis Studio 不識別對成員唯一名稱的參考。對於其區域設置與原始語言清單相符
的使用者沒有影響。

交叉資料表顯示百分比，而圖表顯示值
交叉資料表計算某個項目的總計的百分比時，圖表不會以百分比形式顯示值。

在標題顯示為空白或長度為零的字串時無法逐層分析
根據關係資料建立的維度模型可能會在 Analysis Studio 的列或欄中傳回長度為零的標題「」或空白
標題「 」。當出現該情況時，您無法從組向上或向下逐層分析，因為不會顯示任何連結。
如果出現此情況，您可以在標題上按一下右鍵，然後在快顯功能表中選取 [向上逐層分析] 或 [向
下逐層分析]。

DPR-ERR-2082 完整的錯誤已由 CAF 記錄，並標記 SecureErrorID
無法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報表，並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DPR-ERR-2082 出現錯誤。請聯絡您的管理員。完整的錯誤已由 CAF 記錄，並標記 SecureErrorID：
時間戳-#數字
RSV-DR-0002 無法執行此請求。
這些錯誤訊息並不指示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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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位於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伺服器記錄目錄下的 c8server.log 檔案中檢視更詳細
的錯誤訊息。

檢視詳細的錯誤訊息的步驟
1. 開啟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伺服器 c10_location\logs 目錄下的 cogserver.log 檔案。
2. 搜尋顯示在錯誤訊息中的 SecureError 或時間戳-錯誤編號組合，例如 2004-06-29-15:15:03.796#8。
3. 錯誤訊息位於 SecureErrorID 標頭下方。

如果欄使用別名而不使用實際欄名稱，則 Query Studio 不產生 SELECT DISTINCT
敘述
篩選欄名稱時，如果透過在查詢主題的 SQL 中手動鍵入別名來讓參考的欄使用別名，則查詢不會
產生 SELECT DISTINCT 敘述。
若要避免此情況，請勿手動鍵入別名，而是在 IBM Cognos Framework Manager 中，在欄上按一下右
鍵並選取 [Rename] 選項以重新命名該欄。

在 Content Store 中找不到資料庫 (錯誤 QE-DEF-0288)
從 IBM Cognos Query Studio、IBM Cognos Connection 或 Report Studio 執行報表時，您無法從選取的
資料庫擷取資料。
系統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QE-DEF-0288 找不到資料庫...
如果以管理員身份登入時不出現此錯誤，則要解決該問題，請確保使用者具有嵌入的登入權限。
如果始終出現此錯誤則表示尚未建立資料來源。使用錯誤訊息中提到的名稱建立資料來源。

開啟或執行升級後的報表時出現的解析錯誤
舊版 ReportNet® 和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包含 cast_Date 函數，適用於在 Oracle 資料庫上
執行的報表。IBM Cognos 8.1.2 MR1 及更高版本中的 Oracle 不存在此函數。如果使用 Oracle 資料庫
的報表包含 cast_Date 函數，則當您嘗試開啟或執行該報表時，將出現解析錯誤。

交叉資料表中的值超過 19 個字元時出現溢位錯誤
交叉資料表報表中的值最多支援 19 個字元 (包括小數點)。如果某個值超過 19 位，則出現溢位錯
誤。依預設，小數精確度設定為 7 位，從而將整數限制為 11 位。
若要使用超過 11 位的整數，您必須編輯 c10_location\configuration 目錄中的 qfs_config.xml 檔案。

IBM Cognos BI 暫存空間不夠
依預設，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將暫存檔儲存在 c8_位置/temp 目錄中。暫存檔目錄所需的
空間容量取決於多個因素，包括已建立報表的數量和類型。
以下錯誤訊息指示暫存檔目錄的空間已滿：
QE-DEF-0177 執行作業「sqlOpenResult」時出錯。
UDA-SQL-0114 為作業「sqlOpenResult」提供的游標處於非作用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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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A-TBL-0004 處理暫存檔時出現寫入錯誤。
如果出現此錯誤，請確保暫存檔目錄所在的磁碟具有足夠的空間。您還應定期從此目錄中刪除不
需要的檔案。

報表不按預期執行
如果模型包含錯誤或錯誤的監督者設定，則報表可能會不按預期執行。

檢查模型的步驟
1. 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開啟模型。
2. 確保已將監督者設定為 [不允許]。
3. 在圖表視圖中，確保沒有任何交叉連接錯誤或不明確的接。
4. 檢查套件是否缺少查詢主題。
5. 執行 [驗證模型] 功能，並修正所有偵測到的錯誤。

使用維度塑型關係資料來源顯示多個屬性時出現效能問題
如果要顯示交叉資料表上某個組中的項目的多個性質，一次可以僅選取一個性質，這樣 Analysis
Studio 會為每個性質選取執行一次查詢。
由於擷取性質及其值必須執行查詢，因此對關係資料來源使用該方法的效能很低。
透過使用 [性質] 窗格，您可以在 Analysis Studio 中為所選交叉資料表組選取多個屬性。透過在按
一下對話方塊中的 [確定] 或 [套用] 之前選取多個屬性，可以對所有所選屬性僅執行一次查詢，而
非對每個屬性均執行查詢。由於關係資料來源的效能下降的影響，為了啟用顯示維度塑型關係資
料來源套件的多個屬性，在 UI 中進行多次選取是首選方法。

在 Analysis Studio 中執行 Excel 報表時，日文 Internet Explorer 7 中出現錯誤
如果您關閉安裝在 Windows® XP SP2 上的日文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而其正在執行 Excel 格
式的 Analysis Studio 報表，可能會發生錯誤。
若要解決此問題，Microsoft 建議您使用以下指令取消註冊 msctf.dll 檔案：
Regsvr32/U Msctf.dll

此 .dll 檔案是 ctfmon.exe 語音辨認應用程式的一部分。在取消註冊 .dll 檔案之前，您可以關閉電腦
上所安裝的任何語音辨認應用程式。
如需有關關閉語音辨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soft 知識庫文章 313176。

執行報表時顯示 ORA-00907 錯誤
使用 Oracle 9.2 資料來源時，在某些情況下，多個或巢狀連接作業可能失敗並產生以下錯誤：
ORA-00907：缺少右括號
使用左側外部連接和 ON 子句條件的查詢傳回零值而不是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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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排程報表失敗
您安排了先前成功執行但現在失敗的報表。系統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CAM.AAA 驗證使用者時出錯
這可能是由於使用者變更密碼所致。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使用使用者 ID 和密碼的副
本執行已排程的報表。
此解決方案適用於要更新其憑證的使用者。

更新憑證的步驟
1. 使安排報表的使用者登入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我的區域] 選項按鈕，然後按一下 [我的偏好設定]。
3. 在 [個人] 標籤上，捲動至 [憑證] 區段。
4. 按一下 [更新憑證]。
請注意，這不適用於 IBM Cognos Series 7 名稱環境的使用者。

在辭典中未找到表格或視圖
執報表時，將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在辭典中未找到表格或視圖「xxx」。
如果未正確設定權限，則可能會出現此錯誤。
請確保在資料來源中定義的使用者具有受影響表格的 SELECT 權限。

使用範例時，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顯示混合語言
復原 webcontent/samples/content 資料夾中的 Cognos_samples.zip 檔案時，它包含多語言內容。變更電
腦上的區域設置設定時，使用為電腦指定的語言顯示報表。這對於範例 IBM Cognos PowerCubes 是
不正確的。復原 Cognos_PowerCube.zip 時，會為每種語言設定不同的資料夾。如果從與電腦上的區
域設置設定所指定的語言不同的語言資料夾中選取 PowerCube，則將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
顯示混合語言。
解決此問題有以下兩種方法：
●

重新安裝 Cognos_PowerCube.zip。首先，請確保電腦的區域設置與要安裝的 PowerCube 套件的
語言一致。然後，僅安裝與區域設置設定相符的語言資料夾的套件。

●

或者，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開啟每個 PowerCube 套件，按一下 [設定性質] 按鈕，並
在 [語言] 方塊中，選取 IBM Cognos PowerCube 的語言。

執行報表時無法選取多種報表格式
使用選項執行報表時，如果使用傳送選項檢視報表，則無法選取多種格式。
必須先將 [傳送] 選項變更為 [儲存報表]、[列印報表] 或 [傳送電子郵件]，才能在 [執行時使用進階
選項] 頁面上選取多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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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不按安排執行
已排程報表可能失敗，或管理員可能取消此報表。
若要檢視所安排報表的執行歷程記錄和狀態，以及檢視有關已排程報表失敗原因的詳細資訊，請
執行以下作業：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我的區域] 選項按鈕，然後按一下 [我的作業和時間表]
> [時間表]。
2. 按一下項目旁邊的箭頭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檢視執行歷程記錄]。
將顯示 [檢視執行歷程記錄] 頁面。
3. 若要檢視執行歷程記錄明細，請在 [動作] 欄中，按一下 [檢視執行歷程記錄明細] 按鈕。

由於缺少項目導致報表或分析無法執行
您嘗試執行報表或分析，但顯示訊息指示缺少一個或多個項目或項目已變更。每個缺少的項目依
其 MUN (成員唯一名稱) 列出。MUN 包括項目的階層架內的完整路徑。將游標放置在 [可插入物
件] 窗格中的項目上時，將在工具提示中顯示此項目的 MUN。如果已從資料來源中移除成員或已
在資料來源中變更成員，則可能會出現此情況。嘗試執行使用您無權存取的項目的報表時，也可
能會出現此情況。例如，管理員可能會建立包括您沒有正確權限存取的項目的分析。
解決方案是在 [可插入物件] 窗格中尋找合適的取代項，並將其拖曳至 [新項目] 欄。然後即可執行
報表或分析。

無法檢視通用報表
快速寄發報表時，會將每個通用輸出傳送到收件者的相關清單中。如果收件者的清單包含無效項
目，則會出現以下情況：
●

通用輸出未儲存至 IBM Cognos Content Manager。
因此，您無法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檢視通用輸出。

●

如果選擇透過電子郵件傳送輸出，則僅有效的收件者會收到電子郵件。雖然在選取 [附上報表]
核選方塊的情況下，會以附件的形式傳送輸出，但是如果選取 [含入報表連結] 核選方塊，則
不會產生任何連結。

●

以下錯誤訊息顯示在報表的執行歷程記錄中 (其中參數 1 是通用鍵，參數 2 是收件者的清單，
參數 3 包含由 Content Manager 傳回的錯誤訊息)：
儲存收件者為 (<param type="string" index="2"/>) 的快速寄發實例 <param type="string" index="1"/>
的輸出時發生錯誤。詳細資訊如下：<param type="string" index="3"/>
附註：收件者的清單包括有效和無效的收件者。

例如，將報表設定為對 [國家/地區] 執行快速寄發，且收件者為經理。執行該報表將產生以下國家/
地區和收件者：
●

加拿大：John，Mary

●

美國：Peter，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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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Danielle，Maryse

Frank 是無效的收件者。加拿大和法國的通用輸出將儲存到 Content Manager，但美國的輸出卻不
會。如果您選擇向每個收件者傳送電子郵件並選取 [含入報表連結] 核選方塊，則傳送給 Peter 的電
子郵件將不包含至美國的輸出的連結。產生的錯誤訊息將包含 Peter 和 Frank 作為參數 2 的值，而
不指出哪一個是無效的。

修正或移除通用收件者的步驟
1. 檢視報表的執行歷程記錄中的錯誤訊息。
2. 從收件者的清單中，確定無效的收件者。
您可能需要諮詢管理員以找出無效的收件者。
3. 修正或移除無效的收件者。
修正或移除無效的收件者將取決於收件者的清單的定義方式 (例如透過已計算的欄位或快速寄
發表格)。
4. 再次執行報表。

PCA-ERR-0057 遞迴演算錯誤
執行報表並遇到以下錯誤：
PCA-ERR-0057 遞迴演算已超出限制。計算的成員追蹤：COG_OQP_USR_Aggregate(Retailer Type):
COG_OQP_INT_m2: COG_OQP_INT_m1: COG_OQP_USR_Aggregate(Retailer Type): COG_OQP_INT_m2:
COG_OQP_INT_m1: COG_OQP_USR_Aggregate(Retailer Type): COG_OQP_INT_m2: COG_OQP_INT_m1:
COG_OQP_USR_Aggregate(Retailer Type): COG_OQP_INT_m2: COG_OQP_INT_m1
兩個或更多資料項目形成遞迴演算時，您可能遇到該錯誤。例如，在以上錯誤中，Aggregate(Retailer
Type) 的演算取決於欄表示式，而欄表示式同時又取決於 Aggregate(Retailer Type)。因此，無法解決
循環關係。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確保計算沒有循環關係。

以 PDF 格式執行報表時發生算術溢位錯誤
如果您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資料來源並且您的報表中含有彙總，您在以 PDF 格式執行報
表時可能會遇到以下錯誤：
RQP-DEF-0177 執行作業 'sqlOpenResult' status='-28' 時發生錯誤。UDA-SQL-0114 為作業
「sqlOpenResult」提供的遊標無效。UDA-SQL-0564 [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SQL Server] 將表
示式轉換為資料型式 int 時發生算術溢位錯誤。(SQLSTATE=22003，SQLERRORCODE=8115)
由於作業是在資料庫中執行的，但是資料庫資料類型太小，因此會發生此錯誤。
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版本 8.3 或更早版本中不會發生此錯誤，因為彙總是在本端由
Business Intelligence 伺服器處理的。在 8.4 版或更新版本中，彙總是在資料庫層級上處理的。
要避免此問題，請增加資料庫資料型式的大小。

RQP-DEF-0177 執行作業「sqlPrepareWithOptions」(狀態為「-69」) 時出錯
UDA-SQL-0043 錯誤
無法在 Report Studio 或 Query Studio 中執行報表，並會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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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P-DEF-0177 執行作業「sqlPrepareWithOptions」(狀態為「-69」) 時出錯 UDA-SQL-0043 基礎資料
庫在處理 SQL 請求期間偵測到錯誤。[NCR][ODBC Teradata Driver][Teradata Database] 部分字元串相
符需要字元運算元
這些錯誤訊息並不指示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問題。
您的資料來源出現問題，無法轉換數字資料項目。 要求您的管理員諮詢《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中的「在查詢中啟用將數字搜尋關鍵字轉換到字串」主題。

執行報表時出現的效能問題
本小節的主題記錄了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執行報表時可能會遇到的效能問題。

向 IBM Cognos BI 元件轉移資料時發生的 CGI 逾時錯誤
透過 Web 瀏覽器執行作業時，您將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CGI 逾時，將從伺服器中刪除程序。
當使用 Window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 作為 Web 伺服器並將 Gateway 配置為使用 CGI 時，
會出現此錯誤。IIS 具有用於 CGI 應用程式的預設逾時。
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可以將 Gateway 配置為使用 ISAPI。IIS 沒有用於 ISAPI 應用程式的設逾時。
或者，如果要繼續使用 CGI Gateway，可以在 IIS 中增加 CGI 逾時。

將 Gateway 變更為 ISAPI 的步驟
1. 在 Gateway 電腦上，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環境] 下，對於 [Gateway URI] 性質，將 URI 的 cognos.cgi 部分變更為 cognosisapi.dll。
3. 在您的網頁瀏覽器中，指定 ISAPI URI：
http://computer_name/ibmcognos/isapi

增加 CGI 逾時的步驟
1. 在 Microsoft® Windows® 的系統管理工具中，開啟 [網際網路資訊服務]。
2. 在本機電腦節點下，在 [網站] 上按一下右鍵並選取 [內容]。
3. 在 [主目錄] 標籤中，按一下 [配置]。
4. 在 [程序選項] 標籤中，增加 [CGI 指令碼逾時]。

BAP-ERR-0002 BAPI 錯誤
使用具有 SAP BW 資料來源的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時，可能會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BAP-ERR-0002 函數模組 BAPI_MDDATASET_CHECK_SYNTAX 中出現 BAPI 錯誤。啟動解析程式
時出錯。
此錯誤通常由 SAP BW 伺服器超載導致。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重新啟動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伺服器或從 SAP BW Administrator
Workbench 關閉所有開啟的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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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P-UX 中顯示記憶體不足錯誤
在 HP-UX 中，每個程序的執行緒預設設定對大多數 JavaTM 應用程式而言太低。
若要避免記憶體不足錯誤，請增大以下核心參數的值：
●

max_thread_proc

●

nkthread.

附註：nkthread 參數值應是 max_thread_proc 參數值的兩倍。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HP 網站。

篩選非 ASCII 文字時查詢速度很慢
使用 SAP BW 資料來源且將篩選範圍定義為非 ASCII 文字值 (例如包含重音字元的城市名稱) 時，
可能會花費很長時間執行查詢。出現此問題是因為篩選必須在應用程式伺服器上執行，而不是在
SAP BW 伺服器上執行 (因為 SAP BW 3.0B 僅在查詢使用 ASCII 值時才支援查詢)。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勿篩選非 ASCII 值。

報表輸出需要很長時間執行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按一下 [用選項執行]，然後選取 [儲存報表] 傳送選項。此動作將傳
回所有資料、轉譯報表並將報表儲存在 Content Store 中，這會持續很長間。
使用 [執行] 指令手動執行報表 (產生報表時每次產生一頁) 會快一些。

報表執行速度緩慢
下面的問題清單可幫助您對執行速度緩慢的報表進行故障排除。
●

IBM Cognos 環境是否符合受支援的環境？
可在 www.ibm.com 找到受支援的環境。

●

報表執行速度一直緩慢還是最近才變得緩慢？
如果最近才變得緩慢，您能否指出報表執行變得緩慢之前發生的一個事件？事件可能包括對
配置設定所做的變更、對微調設定所做的變更、最近進行的未套用先前設定的升級、對防火
牆或代理的引入、對既有防火牆或代理所做的變更、對暫存目錄上病毒掃描所做的變更或對
資料庫上暫存表格空間限制所做的變更。此事件可能導致報表效能的變更。

●

所有報表的效能都緩慢還是僅一個報表緩慢？
如果所有報表都緩慢，則可能是您的環境或資料庫的原因。如果特定套件中的所有報表緩慢，
則可能是模型設計的原因。如果僅一個報表緩慢，則可能是特定報表元素的原因。

●

您的報表包含多少查詢？
報表中查詢的數量與報表執行時間成正比。

●

所有使用者執行此報表時都緩慢還是僅一個使用者執行報表時緩慢？
如果僅一個使用者執行報表時緩慢，則原因可能是使用者環境的問題，例如正在進行病毒掃
描、頁面檔案大小或位置設定或者其在網路上的位置。

●

是否經常有很多人快速寄發或執行此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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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很多人同時執行相同的報表，您可能需要對自己的環境進行調整或考慮使用 Dispatcher 路
由規則，將對特定套件的請求或使用者群組引導至特定伺服器或伺服器群組。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

是否需要對查詢進行本端處理？
需要對以下報表元素進行本端處理：交叉資料表和圖表、主關係、聯集或結合、多數據查詢、
快速寄發和非供應商特定函數。進行本端處理需要 IBM Cognos 伺服器對資料庫傳回的結果集
作業進行計算，這會影響 SQL 執行時間。

●

您的環境是否使用自訂驗證提供程式？
如果自訂驗證提供程式代碼未正確銷毀物件，可能導致記憶體流失。

●

您是否已檢視 c10_location/logs 目錄和稽核記錄中的記錄？
它們可能可以幫助您確定問題的原因。監控您的程序，例如監控 JavaTM 和 Business Intelligence
Bus 程序亦可以識別高記憶體使用率。

●

是否正確對環境進行了微調？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ibm.com 線上提供的「IBM Cognos 8 Business Intelligence 效能微調
設定」和「IBM Cognos 8 Business Intelligence 效能微調備忘表」文件。

●

最近是否進行了升級？
請確保將套用至之前安裝的微調設定套用至了新環境。請確保已驗證、升級和公佈您的模型。
確認執行時允許增強模型可移動性的 IBM Cognos Framework Manager 監督者未啟用。根據升級
方法，您還可能需要在升級後開啟再次儲存報表。

以下是 www.ibm.com 上的「經過證明的實踐」文件，可能可以幫助您提高報表效能。
●

IBM Cognos 8 Business Intelligence 效能微調設定

●

IBM Cognos 8 Business Intelligence 效能微調備忘表

●

編寫高效 OLAP 查詢

●

Cognos 8 Business Intelligence (Business Intelligence) 在 IBM AIX 上的最佳實踐

●

IBM Cognos ReportNet® 和 Java 堆積

《安裝和配置指南》亦包括關於效能維護的章節。

檢視報表時出現的問題
本小節的主題記錄了在檢視報表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從 ReportNet 升級後的報表未保留其原始外觀
將報表版本升級到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時，會套用新的樣式表，而使報表外觀發生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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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保留原始報表中使用的格式，可以選取其他樣式表。這會保留報表的原始外觀，並指定所有
新增至報表的新項目 (例如清單欄或交叉資料表層級) 套用原始格式。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中，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報表性質]。
2. 按一下 [報表樣式]，然後選取 [1.x 樣式]。

測量格式在 SSAS 2005 中消失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Analysis Services (SSAS) 不會透過計算傳播格式設定。 IBM® Cognos® 儘
可能補償此問題，但是無法保證在所有情況中都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如果您使用 Microsoft SSAS
Cube，則基於或涉及帶格式測量 (例如貨幣) 的所有計算 (非計數摘要除外) 可能遺失測量格式。使
用明細篩選器或內容篩選器 (分節器) 時可能會發生此情況。
例如，交叉資料表的一個邊緣包括成員，另一個邊緣上套用測量格式 (例如貨幣符號和小數位數)。
執行報表時，您將看到每個儲存個都套用了格式。然而，如果加入明細篩選器，例如測量 > 1，並
執行報表，則格式將消失。
另外，因為 SSAS 的行為取決於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產生的 MDX 的明細，所以是否遺失格
式會在不同版本之間可能有所變更。
要避免此問題，請為受影響的列、欄或儲存格指定明確的格式。

已群組報表中的執行總計產生非預期結果
已群組報表中具有傳回非預期值的執行總計計算。
由於執行總計計算的製表取決於執行群組的順序，因此必須確保在套用執行總計之前對已群組總
計進行了製表。
為確保使用正確順序執行分組，請在 IBM Cognos Framework Manager 中，將執行總計計算定義為獨
立於查詢主題之外的計算，並確保 [Regular Aggregate] 性質已設為 [Automatic]。
其他執行、移動和位階彙總也可能出現此問題。

透過電子郵件連結檢視報表輸出時顯示找不到頁面錯誤
透過電子郵件分配報表時，如果來自電子郵件連結的報表輸出不可用，則不會顯示任何錯誤訊息。
在刪除輸出或使用者對報表沒有權限時，會出現這種情況。 相反，將顯示找不到頁面錯誤。
將 [是否允許匿名存取] 設定為 [True] 和匿名使用者不具有報表輸出的存取權限的情況下，無法透
過電子郵件連結來檢視報表輸出。
將 [是否允許匿名存取] 設定為 [True] 時，會自動向匿名使用者發放通行證。不會提示匿名使用者
登入，且匿名使用者無法檢視報表輸出。

非英文字元顯示為預留位置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和 Framework Manager 均為 Unicode 應用程式。Unicode 應用程式允
許處理以任何語言或任何語言的組合表示的內容。但是，如果資料庫包含非英文字元，並且未配
置資料庫客戶端接收這些字元，則某些字元可能會顯示為預留位置字元 (例如方塊或倒立的問號)。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確保正確配置資料庫客戶端。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庫供應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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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Oracle 9，透過確保將系統環境變數 NLS_LANG 設定為「xxx.UTF8」(其中 xxx 是該電腦上其
他應用程式所需的任何內容)，可以在客戶端上強制使用 Unicode。如果沒有所需的內容，則此值
可以僅為 .UTF8。
雖然在資料庫客戶端上強制使用 Unicode 可以確保其可以處理多語言資料，但是某些字元集中的
某些字元可能仍無法正確顯示，例如日文 Shift-JIS。

HTML 報表中不顯示圖表
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HTML 輸出報表採用 24 位元透明度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x 中顯示，以確保顯示的色彩深度合適，特別是針對圖表。
如果您在要求將 Internet Explorer 6.x 的安全性層級設定為 [高] 的環境中作業，則可能不會顯示圖
表。如果出於安全性原因而無法降低安全性設定，則您可能要關閉圖表透明度。圖表將透過以白
色顯示的透明度顯示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
您必須擁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功能。請參閱"安全功能和特性"(第245
頁)。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 > [報表資料]
5. 按一下服務旁邊的箭頭以顯示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對於 [進階設定] 旁邊的 [環境] 類別，按一下 [編輯] 連結。
8. 如果顯示該連結，則選取 [覆蓋從母項目獲取的設定] 核選方塊。否則，繼續執行下一步。
9. 在 [參數] 欄中，鍵入 [EnableChartTransparencyIE]。
10. 在 [值] 欄中，鍵入 [False] 以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關閉圖表透明度。
11. 按一下 [確定]。
12. 再次按一下 [確定]。

入口網站問題
本小節的主題記錄了在檢視報表時可能會遇到的關於入口網站的問題。

使用 ODBC 驅動程式無法連線到 SQL Server 資料庫
在 IBM® Cognos® Framework Manager 中可進行連線，並可匯入中繼資料。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中測試資料庫連線時，將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QE-DEF-0285 登入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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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DEF-0325 登入失敗的原因是：
QE-DEF-0068 無法連線到至少一個資料庫。在附加多個資料庫時，無法連線到以下 1 個資料庫:
testDataSourceConnection
UDA-SQL-0031 無法存取「testDataSourceConnection」資料庫。
UDA-SQL-0129 基礎資料庫偵測到無效登入資訊。
使用者「(null)」登入 [Microsoft][ODBC SQL Server 驅動程式] 失敗。原因與信任的 SQL 無關
解決方案是將 SQL Server 的網路資料庫配置變更為使用 TCP/IP，而不是使用已命名的通道。

將 TCP/IP 設定為網路資料庫配置的步驟
1. 開啟 [ODBC 資料來源管理員]。
提示：在 Microsoft® Windows® 2000 中，您可以依次按一下 [開始]、[設定]、[控制台]、[系統管
理工具]、[資料來源 (ODBC)] 來執行此作業。
2. 在 [系統] 或 [使用者 DSN] 標籤上選取為 SQL Server 定義的資料來源名稱。
3. 按一下 [組態]。
4. 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DSN 組態] 頁面上，按一下 [下一步]。
5. 按一下 [客戶端組態]。
6. 確保為網路資料庫項目選取了 [TCP/IP]。

登入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 之後 [我的資料夾] 標籤不顯示
某使用者是新群組的成員，且此群組是查詢使用者群組的成員。此使用者登入時，[我的資料夾]
和個人化的頁面標籤均未顯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此外，此使用者名稱也未顯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左上角。
若要避免這些問題，使用者所屬的名稱環境必須對查詢使用者群組具有遍訪權限。

指定遍訪權限的步驟
1. 以管理員身份登入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在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
4. 按一下名稱環境旁邊的 [設定性質] 按鈕。
5. 按一下 [權限] 標籤。
6. 請確保名稱環境中顯示有 [查詢使用者] 群組。
7. 選取查詢使用者 [遍訪] 核選方塊。
8. 按一下 [套用]，然後按一下 [確定]。
9. 使用某個使用者身份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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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圖示圖形不起作用
在 SAP EP 或 IBM WebSphere® 中存取 IBM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圖示和分頁圖形可能會顯
示為空白矩形。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不正確的設定可導致此問題。

變更設定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於 [環境] 下，按一下 [Portal Services]。
3. 確保所有的 URI 均使用絕對伺服器名稱，而不是 localhost。

仍顯示先前安裝中所使用的樣式
您可以自訂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所使用的樣式 (以前稱為皮膚)。使用者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 時將套用這些樣式。
重新安裝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後，使用者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 時，仍可能顯示
先前安裝中的樣式。瀏覽器將快取這些樣式。
如果不想套用自訂樣式，請確保使用者從瀏覽器快取中刪除暫存檔。

無法按一下連結
如果未正確配置瀏覽器，則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連結將不起作用。因此，您無法執行諸
如執行報表或啟動 Report Studio 之類的作業。對於所有網頁瀏覽，都必須啟用 Cookie 和 JavaScript™。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瀏覽器說明。
僅對於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網頁瀏覽器，必須啟用以下項：
●

執行 ActiveX 控制項與外掛程式

●

標示為安全的 ActiveX 控制項

●

Active scripting

IBM Cognos 軟體不提供或下載 ActiveX 控制項作為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一部分。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使用原生 Internet Explorer XML 支援 (此為瀏覽器的整合性元件)。由於 Microsoft
使用 ActiveX 執行 XML，因此必須為 Report Studio 啟用 ActiveX 支援。

啟用 Internet Explorer 選項的步驟
1. 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網際網路選項]。
2. 在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 [自訂層級]。
3. 在 [安全性設定] 對話方塊中，捲動至 [Activex 控制項與插件] 設定，然後啟用 [執行 Activex 控
制項與插件] 和 [對標示為安全的 ActiveX 控制項執行指令碼]。
4. 捲動至 [指令碼處理] 設定，然後啟用 [Active scripting]。
5. 按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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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DF 報表中遺失影像
轉譯為 PDF 格式的報表中遺失了轉譯為 HTML 格式的報表中所顯示的影像。不顯示嵌入的 GIF、
JPG 和 BMP 影像。僅顯示遺失影像的框線。
如果您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請前往網站的性質表並確保選取了 [啟用
HTTP 持續作用] 選項。
請確保儲存影像的實際目錄啟用了匿名存取。開啟 IIS 並開啟影像實際目錄的性質表。選取 [匿名
存取] 核選方塊。
如果您不希望對所有使用者開啟匿名存取，請確保執行 Dispatcher 的帳戶具有儲存影像之虛擬目錄
的存取權限。

PDF 輸出中的圖表顯示非預期結果
在 PDF 輸出中檢視圖表時，根據 Adobe® Acrobat Reader 的版本和圖表元素的樣式，圖表可能會有
不同層級的交互支援。
Adobe Reader 版本 5 不支援工具提示。由於技術限制，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及 [前往] 連
結僅具有有限的支援。僅可啟用圖表中的矩形區域 (例如橫條、欄、軸上的水平標籤或圖例標籤)
用於逐層分析或 [前往] 交互。無法啟用非矩形區域 (例如圓形圖中的圓形扇區) 用於逐層分析或
[前往] 交互。
Adobe Reader 版本 6 和 7 支援所有圖表類型的工具提示、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及 [前往]
連結。圖表元素出現重疊或僅由一些像素隔開時，交互區域可能會小於所顯示的區域。

列印報表時出現的問題
本小節的主題記錄了在列印報表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無法列印 PDF 報表
當您嘗試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列印 PDF 報表時，您可能會無法
列印，或者可能出現如下錯誤訊息：
CNC-GEN-2107：出現非預期錯誤。
可能沒有任何錯誤訊息，並且列印工作的狀態為 [成功]。
若要修正此問題，請嘗試以下作業：
●

請確保安裝了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伺服器的每台電腦上，均已安裝 Adobe® Reader
5.0.5 版或更高版本。

●

請確保使用具有網路印表機存取權限的帳戶啟動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伺服器。有
時，系統帳戶可能對網路印表機沒有存取權限。

●

如果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在 UNIX® 系統上，請確保 Adobe Reader 安裝在啟動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之使用者的路徑下。

●

如果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在 UNIX 系統上，請確保 lpstat -v 指令傳回已配置的
印表機，並確保已定義印表機變數。

●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定義印表機的網路位址時，請使用以下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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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Windows®：\\server_name\printer_name

●

對於 UNIX：printer_name

●

定義印表機的網路位址時，請嘗試使用印表機的 IP 位址，而不是電腦名稱。

●

請確保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使用者具有正確的印表機存取權限。

提示：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從 [啟動] 功能表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在 [配
置] 標籤上，按一下 [印表機]。按一下印表機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
性質]。按一下 [權限] 標籤。
●

請確保授予 [目錄管理員] 群組所有存取權限，並確保授予 [每一個人] 群組讀取、執行和遍訪
存取權限。

●

請確保可以在印表機上列印測試頁面。

●

如果將 Tomcat 用作應用程式伺服器，則必須未定義 crn_ROOT 環境變數。

●

請確保使用者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對印表機物件具有讀取、執行和遍訪權限。

●

印表機名稱僅由前 127 個 ASCII 字元組成。

列印的 HTML 報表令人不滿意
列印 HTML 可能會產生令人不滿意的結果。
為了取得最佳結果，請使用 [以 PDF 格式檢視] 指令，然後列印此 PDF。此選擇對諸如分頁等方面
比瀏覽器提供了更多的控制。

瞭解逐層分析結果
本小節中的主題記錄了使用逐層分析時可能遇到的非預期結果。

當使用者逐層分析至 Analysis Studio 中已升級的目標時篩選器錯誤
如果逐層分析定義的目標是包含逐層分析篩選 (將內容篩選器設定為 [前往] 參數來進行定義) 的
IBM® Cognos® Analysis Studio 報表，並且應用程式已從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8.3 版升級為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10.1 版，則篩選可能不會從來源正確傳遞至目標。而 Analysis Studio
報表會以其上一存狀態下的顯示方式顯示，而不對來源報表進行篩選，或者會提示使用者選取內
容。
這適用於使用參數化逐層分析的編寫逐層分析定義 (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報表中建立) 和套
件逐層分析定義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
發生此問題是因為 Analysis Studio 中對參數自動命名的方式發生了變更。若要修正此問題，請重新
建立逐層分析定義中的對映並儲存該定義。

適用於已編寫的逐層分析的步驟
1. 在 Report Studio 中開啟來源報表。
2. 選取包含逐層分析定義的報表項目。
3. 從 [性質] 窗格中，開啟逐層分析定義 ([資料] > [逐層分析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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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 [逐層分析定義] 視窗中，開啟 [參數] 表格然後重新選取目標參數。
5. 儲存該逐層分析定義設定，然後儲存報表。
6. 測試該逐層分析確認是否已解決該問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

適用於套件逐層分析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啟動 [逐層分析定義]。
2. 瀏覽至來源套件的根目錄，找到要更新的逐層分析定義，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3. 在 [目標] 標籤中，在 [參數對映] 下重新選取目標參數。
4. 儲存該逐層分析定義。
5. 測試該逐層分析確認是否已解決該問題。

在 Safari 瀏覽器中，逐層分析連結無效
在 Macintosh Safari 瀏覽器中檢視 PDF 報表時，無法開啟超連結。這是因為 Macintosh Safari 瀏覽器
沒有所需的 Adobe® Acrobat 外掛程式。
若要避免此問題，請在建立可以在 Safari 中檢視的逐層分析報表時使用 HTML 格式。

逐層分析時傳回非預期的結果或空結果
當從來源報表逐層分析至目標報表時，可能不會傳回任何資料。如果不存在任何與逐層分析選項
對應的資料，或者如果您不具有檢視資料的權限，這都可能是正確的結果。
在其他情況下，如果不顯示任何資料或顯示錯誤資料，則來源項目可能不會正確對應至目標項目，
或者資料來源中的值可能不一致 (兩個資料來源中的值不相符)。
如果您有必要的權限，則可以使用 [前往] 頁面 (在來源報表中的選項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 [前
往]) 中的逐層分析助理對逐層分析定義除錯。您可以檢視傳遞的來源值，以及至目標報表參數的
對映。您可以將此工具用於編寫的逐層分析定義以及套件逐層分析定義。
您可以透過修改逐層分析定義中的參數對映來修正此問題。例如，當您從 Cube 逐層分析至關係資
料來源時，有時會找不到任何資料，或者不傳回任何資料或傳回錯誤資料，這是因為這兩個資料
來源中的商務鍵值不相符。您可以變更逐層分析定義，以傳遞 IBM Cognos PowerCube 成員 (而非
商務鍵) 的說明，但您必須也要變更目標報表，以在對應字串值 (而非商務鍵值) 上進行篩選。
但最好確保資料來源是一致的。在此範例中，Cube 中的商務鍵應與關係來源中的商務鍵一致。根
據鍵進行篩選比根據長字串 (不確定是否在資料庫中建立了索引) 篩選效率更高。有關資料來源一
致性的詳細資訊，請在《IBM Cognos Transformer User Guide》和《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中搜
尋「一致維度」和「商務鍵」。

將 PowerCube 中的說明傳遞到關係來源的步驟
1. 確保目標報表篩選與從 PowerCube 傳遞的標題相符的字串值。
2. 編輯逐層分析定義，如下所示：
●

如果已在 Report Studio 中建立逐層分析定義，請開啟報表並前往與逐層分析來源物件關聯
的逐層分析定義。在 [參數對映] 頁面上，於 [要傳遞的性質] 欄中選取 [成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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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在來源套件中建立逐層分析定義，請前往 [IBM Cognos Connection]、[逐層分析定
義]，然後開啟套件逐層分析定義。在逐層分析定義的 [目標] 標籤上，於 [要傳遞的性質]
欄中為相應的參數選取 [成員說明]。

進行逐層分析時，會將說明 (而非商務鍵) 傳遞到目標。

無法從關係來源逐層分析到 Cube
依預設，您無法從關係資料來源逐層分析到 Cube。這是因為 Cube 要求將成員唯一名稱 (MUN) 用
作參數值，而關係來源並不使用 MUN。
成員具有包括商務鍵和標題的性質。如果這些性質中的任意一個與關係來源中的資料項目相符，
則只要在 Report Studio 中編寫了 Cube 目標報表，即可執行逐層分析。
如果來源資料來源具有與目標 Cube 中的成員性質 (例如標題) 對應的查詢項目 (例如顯示名稱)，則
您必須在目標報表中建立關於標題的參數。
若要將資料項目傳遞到 Cube 目標，請執行以下作業：
●

在 Cube 目標報表中，建立接受成員標題的參數。此參數應使用下面的語法在 [工具箱] 標籤中
的查詢計算物件中建立。鍵入以下內容
filter([階層架構或級別], caption ([階層架構或級別]) = ?參數?)
例如：
filter([銷售和市場].[產品].[產品].[產品系列], caption([銷售和市場].[產品].[產品].[產品系列]) = ?
產品系列?)

由於 MUN 不相符導致無法在 PowerCubes 之間進行逐層分析
建議商務鍵在 PowerCube 的整個維度中最好唯一。這些鍵在維度階層架構中用作層級的來源值。
如果這些值在整個維度中不唯一，則可能會產生帶波浪線的相應類別代碼值。
例如，如果「產品系列」層級的類別之來源值為 101，而且「產品類型」層級的類別的之來源值
也為 101，則「產品類型」層級的類別代碼值會透過唯一值 (例如 101~245) 自動生成。每個成員的
成員唯一名稱 (MUN) 中都會使用這些類別代碼值，例如 [銷售與行銷].[產品].[產品].[產品類型]->:
[PC].[@MEMBER].[101~245]。
這些值是自動生成的，因此當從 Cube 的一個版本逐層分析到另一個版本或者在具有相同維度結構
的其他 Cube 的版本中時，不能保證使用的是相同的來源值。因此，可能無法從一個 PowerCube 逐
層分析到看似是同一個成員的其他 PowerCube，因為 MUN 可能不相符。
如果 MUN 不相符，請聯絡 Cube 塑型者，看看是否可使商務鍵在整個維度中唯一。如果不行，或
者說解決起來需要一段時間，則可以使用計算將來源值從一個 PowerCube 傳遞至其他 PowerCube
以完成逐層分析。

將商務鍵 (來源值) 從來源報表傳遞至目標報表的步驟
1. 在目標報表中，按照以下語法建立篩選器：
filter([階層架構或層級], roleValue('_businessKey', [階層架構或層級]) = ?參數?)
例如：
filter([銷售 Cube].[產品].[產品].[產品類型], roleValue('_businessKey',[銷售 Cube].[產品].[產品].[產
品類型]) = ?產品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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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來源報表中，建立查詢計算，並將其對應至逐層分析定義中的目標參數，以此來將商務鍵
(來源值) 傳遞至目標報表。使用以下語法：
roleValue('_businessKey', [階層架構或層級])
例如：
roleValue('_businessKey', [銷售和市場].[產品].[產品].[產品類型])

從 IBM Cognos Series 7 產品逐層分析到 IBM Cognos BI 導致發生防火牆錯誤
您使用的 IBM Cognos Series 7 產品已進行配置，以使用代理伺服器。逐層分析到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時，將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DPR-ERR-2079 防火牆安全性拒絕。安全性防火牆拒絕了您的請求。請重試或與管理員聯絡。
這是因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Web 伺服器不識別代理伺服器名稱，因此拒絕存取。
若要修正此問題，請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新增代理伺服器名稱。

新增代理伺服器名稱的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按一下 [安全性]，然後按一下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3. 在 [有效的網域或主機] 方塊中，新增代理伺服器名稱。
4. 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5. 從 [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 [啟動]。

逐層分析至 PowerPlay Studio 時已排除項目的明細儲存格不顯示
在 IBM Cognos PowerPlay® Studio 中，您可以使用 [隱藏/顯示] 功能來隱藏報表中的項目。如果逐層
分析到 PowerPlay Studio 目標報表中的某個項目，而該項目已在來源報表中隱藏，則目標報表中不
會包含該隱藏項目的明細儲存格。
例如，PowerPlay Studio 目標報表中的列邊緣上隱藏了 2005 年。您在 PowerPlay Studio、Analysis
Studio 或 Report Studio 來源報表中針對 2005 年逐層分析到目標報表。目標報表中不會顯示 2005 年
的明細儲存格，它們已經隱藏。
但是，如果在目標報表中選取了隱藏類別的 [顯示摘要] 選項，則摘要列中會顯示 2005 年的總計
值。
要更正此問題，請在希望查看目標報表中的明細儲存格時，不要排除來源報表中的項目。如需詳
細資訊和範例，請參閱《瞭解 IBM Cognos 8 中的逐層分析行為》(位於 http://www.ibm.com/
developerworks/)。

由於自訂集，在 PowerPlay Studio 中忽略了逐層分析參數
如果目標 PowerPlay Studio 報表包含自訂子集，則從 Analysis Studio、PowerPlay Studio 或 Report Studio
的來源報表逐層分析時，可能看不到預期的結果。例如，目標 PowerPlay Studio 報表包含年份 2006
的自訂子集。如果從 Analysis Studio、PowerPlay Studio 或 Report Studio 中的來源報表逐層分析，則
會顯示 2006 年。但是，因為自訂子集不包括年份 2004，所以會忽略 2004 的逐層分析參數，且不
會顯示 2004 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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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此問題，請確保目標報表的自訂子集包括要在從來源報表逐層分析時顯示的項目。如需詳
細資訊和範例，請參閱《瞭解 IBM Cognos 8 中的逐層分析行為》(位於 http://www.ibm.com/
developerworks/)。

逐層分析定義不可用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建立逐層分析定義後，可以選擇為逐層分析定義指定範圍。指定的項
目可以是查詢主題、查詢項目、測量、維度或層級。要想讓逐層分析定義生效，則逐層分析至目
標報表時，項目必須顯示在來源報表中並且處於已選取狀態。此外，它還必須顯示在 [前往] 頁面
上的逐層分析目標連結清單中。如果範圍項目不包含在建立於 Analysis Studio、Report Studio 或
PowerPlay Studio 之中的來源報表中，則 [前往] 頁面上不會顯示逐層分析目標連結。
要修正此問題，請將範圍項目加入至來源報表。如需詳細資訊和範例，請參閱《瞭解 IBM Cognos
8 中的逐層分析行為》(位於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

目標報表中不顯示計算
如果從 Report Studio、Analysis Studio 或 PowerPlay Studio 中的報表逐層分析到 PowerPlay Studio，則
目標報表邊緣上的計算可能不會顯示。
例如，您的目標報表中包含計算「個人附件+100」，並將其作為交叉資料表報表中的欄。當您從
來源報表逐層分析到目標報表時，如果「個人附件」已經從目標報表中篩選掉 (「個人附件」不是
在欄邊緣上傳回的項目之一)，則「個人附件+100」計算不會顯示。「個人附件」已經從目標報表
中篩選掉，因此無法用於執行該計算。
要在目標報表中看到此類計算，請確保在結果集中傳回計算中使用的項目 (沒有篩選掉)。如需詳
細資訊和範例，請參閱《瞭解 IBM Cognos 8 中的逐層分析行為》(位於 http://www.ibm.com/
developerworks/)。

在沒有「移至」參數的情況下目標報表沒有正確篩選
在 Analysis Studio 中，您可以從某個維度中多選兩個或更多項目，並將其新增到 [內容篩選器] 區
域中，以便建立篩選分析數據時所依據的項目清單 (一個維度中的一組成員)。例如，從 [訂購方式
類型] 中多選 [電話]、[網站]、[業務拜訪] 和 [其他]，然後將其拖放到 Analysis Studio 目標報表中的
[內容篩選器] 區域。
如果為此目標報表建立了逐層分析定義，則當您從 Report Studio、PowerPlay Studio 或 Analysis Studio
來源報表進行逐層分析時，將傳回所有內容篩選器項目，即使它們並不屬於逐層分析操作中所選
取的交集。這是因為 Analysis Studio 不會從來源報表中進行動態篩選。
為了讓逐層分析和篩選報表操作達到預期效果，請在內容篩選器上啟用 [移至] 參數。在 [內容篩
選器] 的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用作「移至」參數]。對於您希望在 Analysis Studio 目標報表逐層分析
操作中篩選的任何項目，必須建立內容篩選器，並將其設定為 [移至] 參數。
如需詳細資訊和範例，請參閱《瞭解 IBM Cognos 8 中的逐層分析行為》(位於 http://www.ibm.com/
developerworks/)。

包含排除項目的目標報表中傳回的空儲存格
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要在逐層分析期間篩選 Analysis Studio 目標報表，則必須建
立內容篩選器，並將其設定為 [移至] 參數。每個內容篩選器均必須包含您要篩選的維度中的所有
項目，例如，內容篩選器中可能包含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2007 年。例如，Analysis Studio
目標報表中包含關於年份的內容篩選器，但是排除了列邊緣上的 2005 年。如果從 PowerPlay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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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Studio 或 Analysis Studio 報表中的 2005 年逐層分析到此目標報表，則報表中會顯示空儲存
格。
這個結果是準確的，因為目標報表已經將報表版面中顯示的年份篩選掉 (例如 2004 年、2006 年、
2007 年)。該報表是依據排除的項目 2005 年進行篩選的。但是，摘要總計列會顯示 2005 年的值，
因為它提供對報表中的包括項目和排除項目的總體總計。
如需詳細資訊和範例，請參閱《瞭解 IBM Cognos 8 中的逐層分析行為》(位於 http://www.ibm.com/
developerworks/)。

巢狀交叉資料表僅篩選某些項目
如果從來源報表向 Report Studio 目標報表 (包含嵌套在列或欄中的兩個或更多維度) 執行基於參數
的逐層分析，則根據套用於目標報表的篩選器，您可能會得到非預期結果。
例如，Report Studio 目標報表中包含以下兩個篩選器：
●

[sales_and_marketing_mdc].[Order method].[Order method].[Order method type]=?Order Method Type?

●

[sales_and_marketing_mdc].[Retailers].[Retailers].[Region]=?Region?

「訂購方式類型」和「區域」都有篩選器，但「產品線」沒有。系統會建立對應到適當參數 (這裡
指的是「訂購方式類型」和「區域」) 的逐層分析定義。
當執行來源報表並選取「戶外防護器材」、「北歐」和「通話」的交集來逐層分析到目標報表時，
訂購方式類型和區域會按預期的顯示但會傳回所有的產品線。這是因為「訂購方式類型」和「區
域」都有篩選器，但「產品線」沒有。
為「產品線」另外新增一個篩選器，或編輯逐層分析定義以便進行動態逐層分析，這樣就可以在
執行時動態篩選「產品線」。如需詳細資訊和範例，請參閱《瞭解 IBM Cognos 8 中的逐層分析行
為》(位於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

目標報表中不顯示資料或顯示錯誤資料
當您逐層分析到目標報表時，如果不顯示資料或者顯示錯誤資料，則可能是由資料來源的一致性
問題所導致的。商務鍵可能不同或者不相符。
例如，「露營裝備」的商務鍵在來源報表的資料源中可能是 100，在目標報表的資料來源中可能
是 1，在這種情況下，目標報表中不會顯示任何資料。再舉一個範例，「露營裝備」的商務鍵在
來源報表的資料源中是 100，但在目標報表的資料源中，「高爾夫裝備」的商務鍵是 100，在這種
情況下，目標報表中會顯示錯誤資料。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確保兩個資料來源中的商務鍵包含相同的值。如果資料看起來並不相符，請
與資料庫管理員或資料塑型者聯絡。有關資料來源一致性的詳細資訊，請搜尋《Transformer 使用
者指南》和《Report Studio 使用者指南》中的「一致維度」和「商務鍵」。
您可能還希望看到"逐層分析時傳回非預期的結果或空結果"(第688頁)。

逐層分析之後沒有在目標報表中篩選資料
您逐層分析到目標報表，但目標報表中並沒有進行篩選。例如，您逐層分析「電腦設備」和「2006
年」的交叉資料表交集，期望在目標報表中只看到 2006 年的電腦設備資料。但是卻看到了所有年
份的所有產品。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目標報表中沒有與通過的參數相對應的篩選器。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確保目標報表具有正確的篩選器。以上範例中，目標報表中的正確篩選器是
「品系列」和「年」。也可以在基於套件的逐層分析定義中啟用動態逐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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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45：使用 Map Manager 時出現的問題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 IBM Cognos Map Manager 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的解決方案。 如需有關 Map
Manager 的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Map Manager Installation and User Guide》。

匯入檔案時出現問題
嘗試匯入地圖檔案或文字檔案時，您可能會遇到問題。

匯入已轉換的文字檔案時出現錯誤
匯入已轉換的 TXT 或 CSV 檔案時，您會收到與以下類似的錯誤訊息：
無法儲存檔案。
匯入地圖檔案時出現錯誤。
無法匯入。轉換檔案不包含任何有用內容。
此問題可能是由於以下原因之一所導致：
●

開啟的地圖檔案不是您建立匯出轉換檔案所使用的地圖。

●

已在檔案中新增或刪除功能。

●

已將欄 (額外的定位字元或逗號) 新增至檔案。

●

已對資料進行排序，現在的順序與第一次匯出資料時的順序不同。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首先確保已開啟正確的地圖檔案。如果已開啟正確的檔案，請重新傳送用於
進行轉換的原始的已匯出檔案，並指定不能對內容進行排序、刪除、新增或修改作業 (新增已轉換
的功能除外)。如果需要，請再次匯出轉換功能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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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46：有關計量資料的問題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或 IBM Cognos Metric Designer 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的
解決方案。
此資訊分為以下部分：
●

"已知問題"(第696頁)

●

"使用 Metric Designer 時出現的已知問題"(第699頁)

另外，記錄檔 (第695頁) 也可以透過記錄您在使用 Metric Studio 時執行的活動來協助您對問題進行
疑難排解。
如果您必須聯絡客戶支援以取得關於 Metric Studio 問題的協助，附加支援套件 (第696頁) 有助於加
速完成該過程。

Metric Studio 記錄檔
在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上執行的作業會記錄在多種記錄檔中，以供追蹤之用。例如，如果
您在將資料載入至 Metric Studio 時遇到問題，則可以查看 debug_info.log 檔案以瞭解載入期間執行
了哪些活動。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記錄檔：
●

安裝_位置/logs/MetricMaintenance/databasename-timestamp/Metaloader
Metaloader 記錄檔包含有關以下內容的資訊
●

開始載入的時間

●

已載入物件的數量和類型

●

套用商業規則所用的時間

●

載入程序的步驟

●

載入執行的時間

load_summary.log 檔案包含載入的數量
和相關聯的錯誤代碼。
在調整效能時，sql_history.log 檔案十分有用。它是一種以 Tab 分隔的檔案，可以使用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開啟。其包含 SQL 指令、受影響的列和每條 SQL 語句所消耗的時間。
debug_info.log 檔案是一種以 Tab 分隔的檔案，其包含除錯資訊。此檔案中資訊的量取決於所
選的記錄明細層級。如需有關設定記錄層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Metric Studio 使用者指南》
中的「記錄設定」。
●

安裝_位置/logs/MetricStoreInstall/databasename-timestamp

●

安裝_位置/logs/MetricStoreUpgrade/databasename-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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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_位置/logs/MetricNewPackage

●

安裝_位置/logs/MetricUpgradePackage

Metric Studio 支援套件
如果您必須聯絡客戶支援以取得關於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問題的協助，附加支援套件有助
於加速完成該過程。
該支援套件是透過名為 cmm_support_bundle 的工具產生的 zip 檔案。
該指令位於安裝_位置/bin 中，並可透過如下方式呼叫：
cmm_support_bundle databaseServer databaseName databaseUser databasePassword databaseType output_filename
其中：
●

databaseServer 是資料庫伺服器的主機名稱 (預設為：localhost)
對於 Oracle，透過在主機名稱後附加「:port」，可新增可選連接埠 (預設為：1521)。例如，
localhost:1234。
對於「db2」類型的資料庫，將忽略 databaseServer 參數。

●

databaseName 是資料庫的名稱 (預設為：cmm)
對於「db2」類型的資料庫，它是「資料庫檔案」項目。

●

databaseUser 是資料庫使用者名稱 (預設為：sa)

●

databasePassword 是資料庫密碼 (預設為：cmm)

●

databaseType 是資料庫類型 (預設為：sqlserver；該值可以為 sqlserver、oracle 和 db2)

●

output_filename 是要建立的 zip 檔案的完全限定名稱 (預設為 _SUPPORT_FILES 目錄)

例如，如果某個 SQL Server 資料庫包含您的 Metric Store，則可發出如下指令：
cmm_support_bundle dbserver1 prod_db sa topsecret sqlserver
或者在 UNIX® 作業系統上，
sh cmm_support_bundle.sh dbserver1 prod_db sa topsecret sqlserver
依預設，這將在 installation location/_SUPPORT_FILES 目錄中建立輸出。

已知問題
本小節中的資訊有助於您解決使用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時遇到的問題。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使用者無法展開計量資料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使用者在檢視 Business Insight 中的策略時，如果沒有選擇展開策略的
所有元素選項，則將無法展開計量資料資料夾。
在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中，選取策略明細中的 [展開元素] 核選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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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Oracle 內部錯誤導致無法執行 Metric Studio 報表
由於 Oracle 內部錯誤導致無法執行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中包含的部分報表。使用 Oracle 的
10.2.0.x 版本時會發生這種情況。
Oracle 的參考錯誤為 5864217。
如果遇到此錯誤，可以透過安裝 Oracle 10.2.0.3 修補程式 5 (正式名稱為 5946186) 來解決。可以從
Oracle 支援的 Metalink 網站 (您既有的支援協定中提供了該網站) 取得此修補程式。
請按照從 Oracle 支援下載時取得的說明來套用該修補程式。

將資料載入至 Oracle 資料庫時發生 Metric Studio 錯誤
應用程式中斷與 Oracle 的連線，出現 ORA-07445 和 ORA-3113 錯誤。您可以在資料庫通知記錄中
查看這些錯誤。 資料庫錯誤繼而導致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中發生錯誤。
這是 Oracle 的已知問題 (錯誤 5026836 - Ora-7445 [Kxccres()+3052] 未使用觸發器更新視圖)。
解決方法是由資料庫管理員作為 SYS 登入後，執行以下指令：
如果有使用 SPFILE，則執行 ALTER SYSTEM SET optimizer_features_enable='10.1.0' SCOPE=BOTH。
如果沒有使用 SPFILE，則執行 ALTER SYSTEM SET optimizer_features_enable='10.1.0'。
如果沒有使用 SPFILE，則資料庫管理員還應該將此設定新增至該資料庫實例的 init.ora 檔案中。

嘗試在 SQL Server 2005 上執行 Metric Studio 時發生錯誤
按一下計分卡時，顯示 SQL Server 錯誤：
訊息 169，層級 15，狀態 1，行 3 - 在排序依據清單中多次指定了某個欄。排序依據清單中的欄必
須唯一。
這已被 Microsoft® 識別為錯誤 #484681，會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RTM (建置 9.00.1399) 中發
生。Microsoft 已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SP1 中解決該問題。
如果遇到此錯誤，可以透過安裝適用於 SQL Server 2005 的 Service Pack 1 (或更高版本) 來解決。

不顯示關係資料庫來源或平面檔案資料來源的資料
您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將資料載入至 Metric Store。
如果 IBM Cognos Connection 在從關係資料庫來源或平面檔案匯入來源中載入資料時遇到問題，則
不會顯示資料。典型的問題包括
●

文字欄位過長

●

缺少必填欄位

●

列重複

●

參考物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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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找到錯誤，請從指令行執行批次檔或 shell 指令碼，然後檢查每個步驟的狀態。或者，可以透
過使用者介面分兩個階段重複載入程序，然後檢查每個階段是否成功。

將載入程序分為數個階段的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套件的計量資料維護資料夾下，按一下 [將資料從檔案匯入至
資料轉換區域]。
2. 使用 SQL 查詢工具檢查是否已載入資料。
如果未載入資料，請確保您已經
●

正確定義資料來源，並且檔案處於正確的位置

●

使用 Tab 分隔的欄格式化平面檔案

●

包括正確數目的欄

●

使用正確的資料格式，例如將 yyyy-mm-dd 用於日期，將句點用於小數分隔符號

嘗試載入每個以 Tab 分隔的檔案的記錄位於安裝_位置/logs/Metric Maintenance/databasenametimestamp/BulkLoad 中，該記錄可能包含比使用者介面所提供的訊息更具說明性的錯誤訊息。
3. 如果發現錯誤，請糾正錯誤並重複步驟 1 和 2。
4. 資料顯示在資料轉換表中之後，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套件的計量資料維護資料夾
下，按一下 [將資料從資料轉換區域轉移至計量資料儲存庫]。
5. 請檢查資料是否顯示在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中。
如果沒有顯示在 Metric Studio 中，請檢查 kpi_value_stage_rejects 表格的最後三欄以查看錯誤資
訊。

無法執行計量資料維護任務
如果手動執行計量資料維護任務且任務失敗，則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將顯示一條錯誤訊息。
如果執行已排程計量資料維護任務，您應該檢查執行歷程記錄以確認任務是否成功執行。
若要確定任務失敗的原因，請檢查位於 安裝_位置/logs/DIS/package_date_time 的記錄。每個計量資
料維護任務的記錄都保存在以任務的套件名稱、日期和時間命名的資料夾中。

您沒有存取此計量資料套件的權限。請與您的系統管理員聯絡
您必須具有讀取、執行和遍訪權限，才能使用歡迎頁面或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連結開啟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請求系統管理員檢查您的存取權限。

使用 DB2 8.2.3 時，無法檢查 Metrics Store 安裝狀態錯誤
嘗試使用 DB2® 8.2.3 作為資料來源建立計量資料套件時，您可能會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無法檢查 Metric Store 安裝狀態。
如果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電腦上的 DB2 用戶端版本與 DB2 伺服器的版本不同，或升級了您的
DB2 實例，則您必須執行指令以將 DB2 用戶端繫結至資料庫。在 Metric Studio 電腦上執行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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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從 DB2InstallDir\sqllib\bnd 在 db2cmd 視窗中執行指令。
在 UNIX® 作業系統中，從 DB2InstanceDir/sqllib/bnd 執行指令。
鍵入以下指令：
db2 connect to database user userName
db2 bind @db2ubind.lst blocking all grant public
db2 bind @db2cli.lst blocking all grant public
db2 bind db2schema.bnd blocking all grant public sqlerror continue
db2 terminate

將以 Tab 分隔的檔案匯入至 DB2 Metric Store 時發生錯誤
如果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上安裝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在 UNIX® 作業系統上安
裝 DB2® Metric Store 時，則當執行計量資料維護任務，以將以 Tab 分隔的檔案匯入至資料轉換表
或 Metric Store 時會發生錯誤。
有兩種可能的狀況：
●

執行歷程記錄指示載入某些以 Tab 分隔的檔案時存在問題。以 Tab 分隔的檔案的單個記錄檔
指示，以 Tab 分隔的檔案資料的最後一欄由於超過目標欄寬度而被截斷。

●

[將資料轉移至 Metric Store] 任務失敗，要載入的資料包括 .ccq 平面檔案類型，記錄檔中的錯
誤指示 DB2 SQL 錯誤：SQLCODE：-180、SQLSTATE：22007。

兩種狀況中的解決方案要確保以 Tab 分隔的檔案使用適用於 UNIX 的行結尾字元 (例如換行字元，
而不是通常由 Windows 使用的歸位和換行字元的組合)。

Metric Store 資料庫 (MS SQL Server) 必需的使用者權限
Metric Store 資料庫的使用者帳戶必須為資料庫的所有人。 您必須使用所有人使用者帳戶才可以登
入至計量資料套件中所使用的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資料來源。
如需有關設定使用者權限的資訊，請參閱 sp_changedbowner 公用程式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文
件。

如果在啟動 IBM Cognos BI Tomcat 伺服器之前未對 NLS_LANG 環境變數進行適當
設定，則會發生 Oracle 9.2 套件初始化錯誤
如果未正確設定 Oracle 特定環境變數 NLS_LANG，則當嘗試初始化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套
件時會遇到異常錯誤。
解決方法：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要求在啟動 IBM Cognos BI Tomcat 伺服器之前對 Oracle
特定環境變數 NLS_LANG 進行適當設定。請確保將此變數的字元集部分設定為 UTF8。例如，在
美國，可能為 AMERICAN_AMERICA.UTF8。

使用 Metric Designer 時出現的已知問題
本小節中的資訊有助於您解決使用 IBM® Cognos® Metric Designer 時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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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SAP 資料來源執行萃取時，遇到 CCLAssert 訊息
對 SAP 資料來源執行萃取時，遇到 CCLAssert 訊息。如果在使用層級篩選器的情況下，對不齊整
階層架構執行萃取，通常會發生此錯誤。
若要解決此問題，避免使用篩選器。

不顯示 OLAP 資料來源的報表，且處理範本時發生錯誤
您對源自 OLAP 資料來源的計量資料執行向下逐層分析，並瀏覽至報表標籤時，報表未顯示。系
統會顯示以下錯誤：
處理範本時發生錯誤。
當您從 Metric Designer UI 直接執行萃取到資料轉換表，或透過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執行公
佈的萃取時會發生此錯誤。
解決方法：對一般檔案執行萃取，然後使用計量資料維護任務 [將資料從檔案匯入並轉移至 Metric
Store] 載入這些檔案。

SAP 資訊查詢資料來源中，未產生某些計算的測量的累積
IBM® Cognos® Metric Designer 可能不會為參考 SAP 資訊查詢資料來源的計算成員的萃取產生任何
累積。受影響的測量將會出現在 IBM Cognos Framework Manager 模型中，[一般彙總] 屬性值為 [未
知]。
沒有解決方法。

將多個 IQD 檔案新增至匯入來源
將多個 IQD 檔案新增至匯入來源後，IBM® Cognos® Metric Designer 將在第一對名稱相符的非數字、
非日期欄之間建立外部結合。此結合方法旨在配合使用單一數據 IQD 檔案和多個維度 IQD 檔案。
Metric Designer 無法識別結合條件需要多個欄的結合。 在此情況下，請將 IQD 檔案作為獨立的匯
入來源輸入 Metric Designer 中，或者使用 IBM Cognos Impromptu® 將這些檔案組合到一個 IQD 中。

預覽的計分卡階層架構顯示空白
如果在層級屬性的表示式中使用 if () then () else () 敘述，則會在預覽計分卡階層架構時看到空白項
目。
解決方法是變更表示式以將查詢項目轉換為 VARCHAR。例如：
if (cast([great_outdoors].[Locations].[Locations].[Country].[PPDS_CODE],VARCHAR(1000)) = 'Canada') then
('Craig') else ('George')
if ( cast([great_outdoors].[Locations].[Locations].[Country].[Country] ,VARCHAR(1000)) = 'Canada') then
('Craig') else ('George')
若要刪除重複的項目 (「Canada」除外)，您可以新增層級篩選器表示式。例如：
[great_outdoors].[Locations].[Locations].[Country].[Country] = 'Canada' or [great_outdoors].[Locations].
[Locations].[Country].[Country]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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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故障排除資訊，可以幫助您解決在安裝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期間或安裝之後可能
遇到的問題。

存取 IBM Lotus Connections 時安全連線失敗錯誤
使用 IBM Lotus® Connections 啟用協同作業後，存取 IBM Lotus Connections 時在 Mozilla Firefox 網頁
瀏覽器中會收到以下錯誤：
安全連線失敗，連線到 server_name 時發生錯誤。
無法與對等體安全地通訊：沒有通用的加密演算法。
如果使用安全通訊端層 (SSL) 協定，則當瀏覽器與應用程式之間的 SSL 演算法不相符時，可能會
發生此錯誤。若要解決錯誤，請更新網頁瀏覽器中的 SSL3 設定。

步驟
1. 開啟 Mozilla Firefox 網頁瀏覽器。
2. 在 URL 方塊中，鍵入 about:config，然後按 Enter 鍵。
3. 在 [篩選器] 方塊中，鍵入 SSL3。
4. 將 [值] 欄位中任何標記為 [False] 的屬性變更為 [True]。
5. 重新啟動網頁瀏覽器，並嘗試再次存取 IBM Lotus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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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48：對 IBM Cognos Office 和報表資料服務進行
故障排除
使用此故障排除資訊，可以幫助您解決在安裝 IBM® Cognos® Office、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IBM Cognos Analysis for Microsoft Excel® 和報表資料服務 (RDS) 元件期間或安裝之後可能遇
到的問題。
如需有關故障排除的詳細資訊，請搜尋 IBM Cognos Customer Center (客戶服務中心) 網站 (www.ibm.
com/software/data/cognos/customercenter)。

配置問題
以下問題與配置和設定相關。

IBM Cognos Office 介面無法在 Microsoft Office 中初始化
如果未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或其版本不正確，則 IBM® Cognos® Office 可能無法初始化。
所需的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版本為 2.0 或更高版本。出現此情況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未安裝
或未註冊 IBM Cognos Office COM 增益集。
如果執行的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版本錯誤，請將其解除安裝，然後重新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
若要安裝 IBM Cognos Office COM 增益集，請執行安裝 CD 上的 .msi 程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安裝指南。
嘗試安裝 Microsoft .NET 可編程性支援之前，必須已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版本 2.0 或更高
版本。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無法在 Microsoft Word 中啟動
在 Microsoft Word 中開啟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工作階段時，沒有任何回應
如果 Microsoft Outlook 已開啟 Microsoft Word 的工作階段以編輯電子郵件，則會出現此情況。若要
檢查是否在使用 Word 編輯電子郵件，請在 Microsoft Outlook 一下 [工具] > [選項] > [郵件格式]。在
對話方塊的 [訊息格式] 區段中，確認用於編輯電子郵件的選項。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先關閉 Microsoft Outlook，然後開啟為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配置的
Microsoft Word 文件。

IBM Cognos Office 無法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中初始化
如果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瀏覽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並且開啟 IBM Cognos Office 發佈的
活頁簿、文件或簡報，則文件在 Microsoft Office 中啟動，但無法使用完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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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 Internet Explorer 配置為在 Microsoft Office 中 (而不是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 開啟 Microsoft
Office 檔案，則必須使用 [資料夾選項] 工具更新瀏覽選項。還可以在 Windows 登入檔中執行此操
作。

將 Internet Explorer 配置為在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中開啟 Microsoft Office 文件的步驟
1. 開啟 [我的電腦]。
2. 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資料夾選項]。
3. 在 [檔案類型] 標籤的 [註冊的檔案類型] 下，按一下 [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然後按一下 [進
階]。
將顯示 [編輯檔案類型] 對話方塊。
4. 清除 [在同一個視窗內瀏覽] 核選方塊，並按一下 [確定]。
5. 對於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簡報和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件完成相同的步驟。

bo:heap 緩衝區溢位錯誤
在長時間的工作階段之後，Microsoft Office 可能會透過產生 bo:heap 緩衝區溢位錯誤來停止回應。
某些病毒監控程式可能會誤將此錯誤識別為潛在病毒。

Microsoft Office 未開啟透過 IBM Cognos Office 公佈的 Microsoft Office 文件
從 Windows Explorer 中按兩下活頁簿、文件或簡報時，如果發現 Microsoft Office 嘗試兩次開啟公佈
的文件，則檔案關聯已損毀或者沒有正確安裝。
解決此問題有以下兩種方法。可以先啟動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然後使用 [檔案] 功能表中的
[開啟] 指令開啟文件，也可以註冊檔案類型

為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註冊活頁簿檔案類型的步驟
1. 從 [開始] 功能表中，按一下 [執行]。
2. 鍵入以下指令，然後按一下 [確定]。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Excel.Exe" /regserver
可以透過提供正確的本端磁碟機和位置來使此指令適用於您的環境。

為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註冊簡報檔案類型的步驟
1. 從 [開始] 功能表中，按一下 [執行]。
2. 鍵入以下指令，然後按一下 [確定]。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Powerpnt.Exe" /regserver
可以透過提供正確的本端磁碟機和位置來使此指令適用於您的環境。

為 Microsoft Office Word 註冊文件檔案類型的步驟
1. 從 [開始] 功能表中，按一下 [執行]。
2. 鍵入以下指令，然後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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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winword.exe" /regserver
可以透過提供正確的本端磁碟機和位置來使此指令適用於您的環境。

無法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開啟已公佈的 Microsoft Office 文件
如果瀏覽器沒有提示您開啟或儲存活頁簿、文件或簡報，則可能意味著已清除在開啟之前進行提
示的選項。請重設此選項。
必須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啟用 [檔案下載] 和 [自動提示下載檔案]。

確認文件開啟的步驟
1. 啟動 Windows 的 [控制台]。
2. 按兩下 [資料夾選項]。
3. 在 [檔案類型] 標籤的 [註冊的檔案類型] 清單中，按一下 [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然後按一下
[進階]。
4. 確保已選取 [下載之後進行開啟確認] 核選方塊，並按一下 [確定]。
5. 對 IBM Cognos Office 中支援的其他 Microsoft Office 文件 (例如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範本]、
[Microsoft PowerPoint 簡報]、[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範本]、[Microsoft Word 文件] 和 [Microsoft
Office Word 範本]) 重複步驟 3 和步驟 4。
6. 按一下 [關閉]。

重設網際網路安全性選項的步驟
1. 啟動 [Internet Explorer]。
2. 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網際網路選項]。
3. 從 [安全性] 標籤上，按一下要為其更新這些選項的網頁內容區域，然後按一下 [自訂層級]。
4. 向下捲動至 [下載] 區段，並為 [檔案下載] 和 [自動提示下載檔案] 選項按一下 [啟用]。
5. 按兩次 [確定]。

無法匯入 PowerPlay Studio 報表
匯入 PowerPlay Studio 報表的請求失敗。
透過 Microsoft® 網際網路資訊服務 (IIS) 使用單一登入時，必須啟用匿名存取，以供使用者存取基
於 PowerPlay 報表的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文件。如果需要，可以使用另一個 PowerPlay
Gateway 爲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提供匿名存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I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中有關指定 Gateway 對應的主題。
管理員必須遵循以下步驟來啟用 IIS 中的匿名存取功能。

步驟
1. 在每台安裝了 Content Manager 的電腦上，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2. 在 [瀏覽器] 視窗中，按一下 [安全性]、[驗證] 下的 [Cog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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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性質] 視窗中，按一下 [允許匿名存取] 性質旁邊的方塊，然後按一下 [為真]。
4. 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錯誤訊息、.NET 捷徑或 .NET 主控台不使用所安裝的 .NET Framework 2.0 的語言
在非英文作業系統中安裝非英文版本的 .NET Framework 後，您將發現錯誤訊息、.NET 捷徑和 .NET
主控台均使用英文。
若要解決此問題，必須為您的語言套用 .NET Framework 語言套件。
子機碼編號與語言相關，如下所示：1033=en-en、1036=fr-fr、1031=de-de 以及 1041=ja。
如果缺少語言套件子機碼，則必須安裝 .NET 語言套件，此語言套件可從 Microsoft 支援網站獲得。

活頁簿發生非預期關閉
如果安裝 COM 增益集，且 Microsoft Excel 活頁簿名稱包含方括號，則 Excel 在開啟後將停止回應
或非預期關閉。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重新命名活頁簿，以便使其名稱中不再包含方括號。

伺服器違反了協定
EXCEL.EXE.config 檔案是必需的，但目前缺少該檔案。Section=ResponseHeader Detail=CR 後面必須
跟 LF。
您必須建立 EXCEL.EXE.config 檔案，將其複製到與 IBM Cognos Analysis for Microsoft Excel® 相同的
位置，並新增以下行：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configuration>
<system.net>
<settings>
<httpWebRequest useUnsafeHeaderParsing="true" />
</settings>
</system.net>
</configuration>

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中使用 [另存新檔] 指令後，報表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工作中不可用
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中開啟報表並使用 [另存新檔] 指令儲存副本後，您可能會發現如果該
報表包括在某工作中，則它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中不可用。
報表包括在某工作中時，請勿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中使用 [另存新檔] 指令儲存變更。而要
製作該報表的副本，對副本進行變更，然後將更新的報表複製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
中。使用此方法可以覆蓋工作中的報表，而不會中斷報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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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正確顯示東亞字元
已將您的區域設置設定為其中一種東亞語言，使用者介面、對話方塊和功能表中會顯示奇數字元
或問號。
IBM Cognos Office 產品支援 GB18030，它是用於編碼中文字元的中國國家標準。若要在 Windows
XP 或更早版本上正確地顯示簡體中文字元，您必須新增對 Windows 核心字型的 GB18030 支援，
然後啟用字型連結。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在安裝簡體中文的語言支援後，確保您已將 SimSun18030.ttc 字型集連結到以
下核心字型：
●

Tahoma

●

Arial

●

Microsoft Sans Serif

●

SimSun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特定產品的安裝指南。

基於儲存格的報表的內容顯示 #NAME?
在 IBM Cognos Analysis for Microsoft Excel® 中建立基於儲存格的報表時，儲存格的內容顯示 #NAME?
當您將項目從來源樹狀目錄直接拖曳到工作表的儲存格時，將建立參考資料庫中項目的 COGNAME
或 COGVAL 公式。此功能僅在載入 CognosOfficeUDF.Connect 自動增益集時可用。
如果 #NAME? 顯示在儲存格的內容中，它意味著尚未載入該增益集並且未勾選 [增益集] 對話方塊
([工具]、[增益集]) 中的 [CognosOfficeUDF.Connect] 核選方塊。
若要解決此問題並確保永遠正確載入該增益集，必須確認將 OPEN 登錄鍵的值設定為 /A
"CognosOfficeUDF.Connect"。

步驟
1. 從 Windows [開始] 功能表中，按一下 [執行]。
2. 在 [開啟] 方塊中，鍵入 [Regedit]，然後按一下 [確定]。
3. 在 [登錄編輯程式] 中，前往登錄分支：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Office\版本\Excel\Options
4. 在右側的窗格中，於 [名稱] 下的 [OPEN] 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修改]。
5. 在 [值資料] 方塊中，鍵入
/A "CognosOfficeUDF.Connect"
6. 按一下 [確定]，然後關閉 [登錄編輯程式]。

處理問題
以下問題與處理和轉譯報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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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逾時
由於伺服器回應您資料請求的時間過長，所以處理已停止。
增加處理時間。

步驟
1. 從 [IBM Cognos] 工具列中，按一下 [選項]。
2. 在 [處理時間限制 (毫秒)] 方塊中，鍵入等待處理請求所用的毫秒數，然後按一下 [確定]。

無法轉譯此報表
報表資料服務 (RDS) 無法將報表元素引入 Microsoft Office 文件。某些文字和影像的組合超出了目
標應用程式的範圍。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計算報表，並嘗試簡化內容要求，以便使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可以轉譯該報表。

從大型報表輸出匯入時超出 RDS 資料限制
嘗試匯入大型報表的全部或部分內容時，應用程式將嘗試開啟整個報表。暫時的監督者限制可以
限制允許的報表輸出的大小，它可能會導致錯誤 (即使嘗試僅匯入報表的部分內容)。
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可以透過變更監督者限制設定來調整報表資料的大小限制。

步驟
1. 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
2. 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報表資料]。
5. 按一下 [報表資料服務] 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設定性質]。
6. 按一下 [設定] 標籤。
7. 在 [值] 欄中，變更 [監督者限制 (MB)] 的數字，然後按一下 [確定]。

RDS 伺服器不可用
IBM Cognos 報表資料服務 (RDS) 管理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與取用資料的應用程式 (例如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之間的報表資料轉移。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重新啟動報表資料伺服器。報表資料服務在 IBM Cognos 服務重新啟動時重新
啟動。

重新啟動報表資料服務伺服器的步驟
1. 在瀏覽器中，以管理員身份連線至 IBM Cognos BI。
2.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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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4.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報表資料]。
5. 顯示 [報表資料] 服務後，按一下箭頭以檢視服務旁邊的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啟動]。
6. 如果報表資料服務無法啟動，或者 IBM Cognos BI 沒有回應，請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7. 選擇是啟動還是重新啟動 IBM Cognos BI。
●

如果 IBM Cognos BI 目前未執行，請按一下 [啟動]。

●

如果 IBM Cognos BI 正在執行，請按一下 [重新啟動]。

匯入後的報表中遺失圖表或影像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工作正常，但圖表和影像均已遺失。執行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的用戶端機器無法連線到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配置的 Gateway URL。這可能是
因為它被防火牆阻擋、hostname/DNS 對於此用戶端機器來說是未知的或者此用戶端機器存在代理
問題。
若要解決此連線問題，請與系統管理員協作。

開啟儲存的 Microsoft Word 2007 文件後缺少報表物件
當您開啟使用 Microsoft Word 2007 儲存的本端文件時，可能會發現缺少最初匯入的報表物件。此
外，您還不能正確重新整理報表。
Microsoft Word 2007 在處理以新檔案格式 (例如 .docx) 儲存的檔案中所包含的文件變數時會出現問
題。該問題出現在 Word 2007 熱修補程式套件中 (如關於 Word 2007 SP2 的 KB 969604 中所述)。如
果開啟 Windows [自動更新]，則會自動套用此更新。安裝後，帶有 SP1 或 SP2 的 Word 2007 的版本
(包含此更新) 為 12.0.6504.5000。
通常情況下，儲存為 Microsoft Word 文件的已匯入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報表中包含用於
儲存隱藏中繼資料的文件變數。如 KB 969604 所述，如果您以 Word 2007 格式儲存文件時，文件
變數可能會異常變更或損毀 (如果 Microsoft Word 應用程式處於熱修補程式層級)。當文件變數損毀
時，您將無法重新整理報表資料。
要解決此問題，您必須下載並安裝註有日期 2009 年 6 月 30 日的 Microsoft Word 熱修補程式套件
(KB 970942)。安裝新的熱修補程式後，Word 2007 的版本將為 12.0.6510.5001。
此熱修補程式不能透過 Windows [自動更新] 來取得，因此您必須從 Microsoft 網站上請求並下載。
下載此版本的熱修補程式後，請重新匯入報表以便成功重新整理報表。

RSV-CM-0005 Content Manager 沒有傳回物件
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重新整理提示報表時，如果 [提示] 參數設定為 [永遠提示]，則
會顯示以下錯誤：
RSV-CM-0005 Content Manager 沒有傳回請求的搜素路徑 storeID <store_ID> 下的物件
您正在重新整理之報表的檔案儲存名稱與既有報表相同。您不能透過建立同名新報表來取代既有
報表，因為新報表具有不同的內部 ID。Content Store 中報表項目的完全限定位置是由搜尋路徑、
ID 和 URL 來表示的。已為項目指定了唯一標識 (ID) 號碼。如果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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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示」參數設定為 [永遠提示]，則應用程式會使用 Content Store ID 來載入報表，而不會使用
搜尋路徑來載入。
導致此錯誤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您重新整理的報表是從完整部署中匯入的，而在完整部署中您
已經將整個 Content Store 從來源環境移動到了目標環境中。對部署物件的參考是以搜尋路徑 (而不
是 ID) 為基礎的。對於特定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在應用程式的部署機制將原始物件轉移
到其他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伺服器之前，物件的頁面 ID 仍然有效。在目標環境中，所
有的 ID 均不同。
要解決這些問題，您必須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變更 [系統] 報表性質的值。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按一下 [管理資料] 標籤。
2. 展開階層清單，並按一下該報表。
3. 在 [性質] 窗格中展開 [報表] 群組。
4. 變更 [系統] 性質，方式是在系統 Gateway URI 末尾新增前導斜線「/」。
例如 http://server_name/ibmcognos/cgi-bin/cognos.cgi/
5. 在 IBM Cognos 工具列上按一下 [重新整理所有資料] 按鈕

。

隨報表儲存的提示值將被捨棄，並且系統會提示您輸入新值。
6. 關閉 [提示] 視窗。
7. 變更 [系統] 性質，方式是移除步驟 4 中新增的前導斜線「/」。
例如 http://server_name/ibmcognos/cgi-bin/cognos.cgi。
8. 在 IBM Cognos 工具列上按一下 [重新整理所有資料] 按鈕

。

已更新提示的性質現在有了預設值。如果您希望在每次重新整理報表時提示使用者，則必須
將 [提示] 性質值設定為 [永遠提示]。
附註：步驟 4 中修改的 URI 已自動新增至 [選項] 對話方塊中的系統 Gateway URI 清單中。您
必須手動移除這個無效 URI。
如果保留該無效 URI，則儲存的提示值將被忽略，而應用程式會總是提示您輸入值。

包含多個影像的儲存格中出現 #ERROR 錯誤 (僅 Excel)
無法轉譯一個儲存格中的多個影像。
要解決此問題，報表作者必須將每個影像移動到各自的儲存格內，從而變更報表設計。完成此工
作後，便可以重新匯入報表。

Dispatcher 無法處理請求
訊息指示請求傳送至未知的伺服器名稱：<內容>。IBM Cognos 報表資料服務 (REDS) 無法將報表
元素匯入 Microsoft Office 文件。某些文字和影像的組合超出了目標應用程式的範圍。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對報表執行計算並嘗試簡化內容要求，以便使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可以轉譯該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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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匯入報表內容
匯入報表時，Microsoft Excel 沒有轉譯該報表，工作表保留為空。
如果報表名稱包含單引號，並且選取了 [建立報表頁面的新工作表] 選項，則不會匯入報表內容。
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必須重新命名報表，使報表名稱不包含單引號。

提示報表中提示值的格式不正確
使用 [指定的值] 類型重新整理提示報表時，提示值未正確顯示在 [UseValue] 欄位中。
並非所有提示值均受影響。某些提示性質將按預期顯示，而其他提示性質的顯示可能如下所示：
[great_outdoors_company].[Products].[Products].[Product line]->:[PC].[@MEMBER].[5~236]

在此範例中，選取的提示值為「高爾夫球器材」，該值在 [顯示值] 提示性質中正確顯示。
如果發生此情況，您必須瞭解 [指定的值] 中的等效格式即是要用來重新整理報表的值。在範例
中，[great_outdoors_company].[Products].[Products].[Product line]->:[PC].[@MEMBER].[5~236] 等效於高
爾夫球器材。
若要重新整理報表，建議您使用 [永遠提示] 選項。 這樣，使用者便可以從報表自身的提示對話方
塊中選取值。

選取 [永遠提示] 選項的步驟
1. 若要檢視報表性質，請從 [管理資料] 標籤中按一下報表。
2. 展開提示性質。
3. 在 [類型] 方塊中，按一下 [永遠提示]。
4. 重新整理報表。
報表將使用請求的參數進行重新整理。
附註：這不會影響已提示報表的匯入。

DPR-ERR-2079 防火牆安全性拒絕
如果在工作階段過期後執行報表，然後嘗試從報表的第一頁瀏覽到別處，則會遇到以下錯誤訊息：
DPR-ERR-2079 安全防火牆拒絕。安全性防火牆拒絕了您的請求。記錄中提供了 CAF 拒絕詳情。
請聯絡您的管理員。
若要解決此問題，在工作階段過期後，您必須再次登入。

登入的步驟
1. 在報表清單中，於最高節點項目上按一下右鍵。
2. 按一下 [登入]。
3. 按照提示提供您的驗證憑證，然後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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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展開項目
Microsoft Excel 已達到此工作表的最大列數或欄數。Microsoft Excel 中對列數和欄數有限制。由於
展開目前項目會使列數或欄數超出此工作表的限制，因此無法展開目前項目。Microsoft Office Excel
無法將非空儲存格從工作表移走。
請手動移動項目，以便使列或欄項目可以展開而不會達到限制，或將瀏覽或分析移至其他工作表
中。或者，您可以將資料移至新位置，然後重試。

重新整理以 Microsoft Excel 較早版本儲存的瀏覽時發生錯誤
此工作表可能是使用舊版 Microsoft Excel (設定了最大列數或欄數) 所建立。例如，在舊版 Microsoft
Excel (如 Office 10 或 Office 11) 中，超出最大限制數 256 的欄會被截斷。
雖然您不再使用該版本，但是應用程式依然遵守舊版 Excel 所設的限制。如果建立活頁簿後，其
項目的大小有所增長，則您可能會在展開項目或重新整理項目時遇到此情況。
若要修正此問題，您必須使用 .xlsx 副檔名儲存瀏覽。使用 Office 12 開啟瀏覽，並不會將其轉換為
Office 12 格式。使用 xlsx 附檔名儲存瀏覽會將活頁簿轉換為 2007 格式，該格式支援顯示超出 Excel
較早版本中欄限制設定 (256) 的欄。

提示為每個已匯入報表進行登入
在登入至所需伺服器之前重新整理文件中的所有資料時，系統將自動提示您為文件中的每個報表
進行登入，即使這些報表源自同一伺服器。
若要對每個伺服器僅登入一次，請使用 [登入] 工具列按鈕登入至所需伺服器，然後重新整理報表
資料。

物件參照未設定為物件的實例
出現內部處理錯誤。關鍵程序的初始化失敗。
聯絡 IBM Cognos Resource Center (IBM Cognos 資源中心)。請準備提供與此錯誤相關的所有相關記
錄和詳情。

錯誤 0:RSV-BBP-0027 次要請求失敗
建立清單報表並使用 [更多] 或 [所有] 選項檢視成員時，您會收到以下錯誤訊息：
錯誤 0: RSV-BBP-0027 次要請求失敗。請求的工作階段不存在並且已關閉容錯移轉。請聯絡您的管
理員。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增加可以在工作表上顯示的列數。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工具列上，按一下 [選項] 按鈕

。

2. 在左側導覽窗格中，按一下 [IBM Cognos Analysis]。
3. 在 [瀏覽設定] 下，於 [資料顯示列限制] 方塊中增加列數，這樣一來，就可以顯示清單中更多
或所有剩餘成員，然後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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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問題
以下問題與安全性設定相關。

IBM Cognos Office 無法建立信任關係
如果您將 HTTPS 用於報表資料服務，並在 IBM® Cognos® Office 中收到關於無法信任關係的錯誤，
這是因為由 Web 伺服器頒發的憑證機構 (CA) 憑證在用戶端工作站上不受信任。
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必須確保發放 Web 伺服器憑證的憑證機構 (CA) 在用戶端工作站上也可信任。
如果憑證不是來自用戶端已信任的機構 (例如 Verisign)，則必須在用戶端機器的信任庫中安裝 CA
憑證。

確保 CA 憑證在用戶端工作站上可信任的步驟
1. 從發行機構中擷取 CA 憑證。
該檔案具有 .cer 副檔名。這與 Web 伺服器使用的憑證不同。它是發放機構本身的憑證。
2. 按兩下 .cer 檔案，按一下 [安裝憑證]，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3. 按一下 [將所有憑證放在以下儲存庫中]。
4. 依次按一下 [瀏覽]、[信任的根認證機構]，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5. 按一下 [Finish]。

按一下檢視報表後無法檢視報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工作正常，但您無法使用 [檢視報表] 選項來檢視報表。執行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的用戶端機器無法連線到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中配置的 Gateway
URL。這可能是因為它被防火牆阻擋、hostname/DNS 對於此用戶端機器來說是未知的或者此用戶
端機器存在代理問題。
若要解決此連線問題，請與系統管理員協作。

報表資料服務 (RDS) 已編號的錯誤訊息
以下錯誤訊息可能會顯示在對話方塊中，並記錄在位於 <IBM Cognos BI 安裝位置>/logs/cogserver.
log 的伺服器記錄中。

RDS-ERR-1000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處理內容提供程式的回應
該錯誤可能由以下原因所致：
●

在 WebSphere® 中，如果其他 XML 解析程式 (例如 Xalan) 與報表資料服務使用的解析程式衝
突，則會出現此錯誤。

●

在 BEA WebLogic 中，如果未使用正確的解析程式資訊設定 JAVA_OPTIONS 變數，則會出現
此錯誤。

●

如果將舊版 IBM® Cognos® BI (或 ReportNet®) 的套件部署到 IBM Cognos BI 而沒有升級報表規
格，也會出現此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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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種顯示此錯誤訊息的可能原因是報表資料服務無法處理報表。例如，如果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報表包含具有以下任一情況的區塊，便會出現此錯誤：
●

區塊或表格內有重複器或重複器表格

●

其他區塊或表格內的版面物件 (例如清單、交叉資料表、圖表或條件區塊中的文字物件)

設定 WebSphere 中的類別載入器政策
對於 WebSphere，最佳解決方案是將類別載入器政策設定為 PARENT_LAST。WebSphere 文件向管
理員介紹了操作方法。

設定 WebLogic 中的 JAVA_OPTIONS 變數
如果您要在 BEA WebLogic 應用程式伺服器上透過 IBM Cognos BI 存取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請將以下內容新增至 startManagedWebLogic.cmd (Windows) 或 startManagedWebLogic.sh (UNIX®)
指令碼檔案的 JAVA_OPTIONS 變數中：
-Dorg.xml.sax.driver=org.apache.xerces.parsers.SAXParser

升級報表規格
請遵循《IBM Cognos BI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中「升級報表規格」中的步驟進行操作。

編輯報表
若要避免報表版面出現問題，必須透過執行以下操作之一來修改報表：
●

將重複器或重複器表格從區塊或表格中取出。

●

將版面物件從條件區塊剪至新的條件區塊、區塊或表格中。

RDS-ERR-1001 無法執行 PowerPlay 報表名稱。PowerPlay 未傳回預期的回應。
執行報表時 PowerPlay 失敗，或者報表資料服務無法解析輸出。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確保 PowerPlay 正常執行。使用者應進行檢查，以查看 PowerPlay 伺服器是否
正在執行，或檢查 PowerPlay 記錄是否存在錯誤。如果 Web 伺服器正在使用 IIS，請確保已啟用匿
名存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I 安裝和配置指南》。

RDS-ERR-1003 無法讀取檔案
Cognos Content Services 無法讀取系統檔案。原因之一是從安裝目錄意外刪除了一個或多個系統檔
案，損毀了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安裝。
例如，您可能會收到類似於以下內容的錯誤訊息：
無法讀取 c10_installation\templates\ccs\xslt\ppes\pptrans.xslt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重新安裝 IBM Cognos BI。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I 安裝和配
置指南》。

RDS-ERR-1004 無法透過 IBM Cognos BI 建立連線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沒有回應。
請檢查 IBM Cognos BI 記錄。確保 IBM Cognos BI 正常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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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ERR-1005 無法取得 IBM Cognos BI 的登入要求
訊息指示您可能已登入此名稱環境，或目標名稱環境不存在。通常，嘗試登入至同一名稱環境兩
次後會出現此錯誤。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指示安全性設定 (例如 SiteMinder) 存在問題。
請確保您尚未登入。

RDS-ERR-1011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擷取區域設置
系統啟動時，IBM Cognos Content Service 請求取得系統的區域設置，但請求失敗。
請聯絡客戶支援人員，並準備好提供 cogserver.log 檔案。

RDS-ERR-1012 IBM Cognos Content Service 找不到內容提供程式
此錯誤通常與 RDS-ERR-1028 一同出現，並且意味著報表資料服務無法與任何 PowerPlay 提供程式
進行通訊。(如果存在多個 PowerPlay 伺服器，但只有一個失敗，則 RDS-ERR-1028 會單獨出現。)
檢查 PowerPlay 企業伺服器的所有實例是否正確執行。

RDS-ERR-1013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查詢 Content Manager
Content Manager 沒有回應。
請確保 Content Manager 正在執行。檢查伺服器記錄是否存在與 Content Manager 相關的錯誤訊息。

RDS-ERR-1014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建立文件物件物件名稱
Content Manager 沒有回應。
請確保 Content Manager 正在執行。檢查伺服器記錄是否存在與 Content Manager 相關的錯誤訊息。

RDS-ERR-1015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建立新的文件版本
Content Manager 沒有回應。
請確保 Content Manager 正在執行。檢查伺服器記錄是否存在與 Content Manager 相關的錯誤訊息。

RDS-ERR-1016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建立新的文件內容物件
Content Manager 沒有回應。
請確保 Content Manager 正在執行。檢查伺服器記錄是否存在與 Content Manager 相關的錯誤訊息。

RDS-ERR-1018 無法執行 IBM Cognos BI 報表名稱
訊息指示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未傳回預期的回應。執行或重新整理報表時，IBM Cognos
BI 傳回錯誤。可能由於以下原因之一導致此錯誤：
●

PowerPoint 不包含重新建立此報表的 RTF 格式和版面所需的工具。
請檢查 IBM Cognos BI 錯誤記錄，以取得故障排除資訊。如果無法轉譯有問題的報表，請調整
該報表以移除格式和版面，從而展現 PowerPoint 中可以修改格式和版面的位置的資料。

●

您嘗試重新整理已移轉至 IBM Cognos BI 的 Series 7 PowerPoint 報表。無法再從 Series 7 PowerPlay
Enterprise Server 存取 Series 7 內容，並且 IBM Cognos 報表資料服務 (RDS) 正嘗試解析 PowerCube
資料來源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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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請確保報表 [搜尋路徑] 性質的值與已移轉到 IBM Cognos
BI 並公佈到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同一報表的搜尋路徑相符。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使用者指南》。
●

對於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使用 Microsoft Excel 的提示報表，如果您已在 [性質] 窗
格中設定了要從儲存格參考中擷取的提示值，並且儲存格參考中的值對提示無效，則您將收
到此錯誤訊息。
建議您選取 [永遠提示]，因為這是對於提示報表的最佳做法。
如需詳細資訊，以及若要確定這是否為此錯誤訊息的確切原因，請參閱 IBM CognosBI 伺服器
記錄檔。
搜尋此錯誤訊息 RDS-ERR-1018，然後尋找類似於以下內容的錯誤訊息：
失敗 QFS-ERR-0139 此請求帶有多個錯誤。RQP-DEF-0354 查詢包含一個或多個未解析的提示。
QE-DEF-0385 提示『Parameter1』的格式無效。預期的格式未知。

RDS-ERR-1019 IBM Cognos Content Service 無法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擷取入口
網站資訊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可能已經停止處理。
請確保已啟動 IBM Cognos BI。

RDS-ERR-1020 目前提供的憑證無效
訊息指示您提供的登入憑證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錯誤。
請確保鍵入有效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RDS-ERR-1021 無法執行 IBM Cognos BI 報表名稱，因為它包含未回答的提示。
訊息指示您提供提示答案，然後再次執行報表。報表具有尚未設定的提示。
您必須開啟報表，使用所需的提示答案儲存一份該報表，然後將內容匯入至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RDS-ERR-1022 報表資料服務收到的請求無效
此錯誤訊息可能指示有其他人正試圖從外部存取報表資料服務。
停止並重新啟動報表資料服務。

RDS-ERR-1023 無法執行報表名稱，因為它超出了管理員設定的報表資料服務資料
大小限制
報表失敗，因為它超出了管理員設定的資料大小限制。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的預設限制
是 10 MB。
請透過變更監督者限制設定來增加報表資料的大小限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I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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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ERR-1027 無法確定 PowerPlay 伺服器名稱的編碼。
訊息指示 ISO-8859-1 將用作編碼。如果 PowerPlay 沒有回應，則可能會顯示此錯誤訊息。
請確保 PowerPlay 已啟動，並且正常執行。

RDS-ERR-1030 嘗試建立連線時出現安全性錯誤
未將 CA 憑證安裝到報表資料服務。
請安裝 CA 憑證。

RDS-ERR-1031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擷取報表名稱的中繼資料
提供程式 (例如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或 PowerPlay) 沒有回應。
請確保 IBM Cognos BI 或 PowerPlay 正在執行。檢查伺服器記錄是否存在與這些提供程式相關的錯
誤訊息。

RDS-ERR-1033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建立報表視圖名稱
Content Manager 沒有回應。
請確保 Content Manager 正在執行。檢查伺服器記錄是否存在與 Content Manager 相關的錯誤訊息。

RDS-ERR-1034 無法從 IBM Cognos BI 擷取報表名稱的報表規格
如果無法從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擷取中繼資料，則會出現此訊息。
請確保 IBM Cognos BI 正在執行。檢查伺服器記錄是否存在與 IBM Cognos BI 相關的錯誤訊息。

RDS-ERR-1037 無法更新報表資料服務的配置
與 Content Manager 的通訊失敗。
請確保正在執行 Content Manager，並且其他服務可以與 Content Manager 通訊。

RDS-ERR-1038 無法確定伺服器區域設置
嘗試識別伺服器區域設置失敗。
請聯絡客戶支援。

RDS-ERR-1039 無法取消請求
訊息指示請求已不在執行中狀態。如果使用者 (或管理員) 嘗試取消報表資料服務請求，但此請求
已不再存在，則會出現此錯誤。管理員重新啟動了報表資料服務的情況下，使用者按一下 [取消]
時，則會發生此情況。
請等待報表資料服務重新啟動。

RDS-ERR-1040 已取消與請求 ID 的交談
如果使用者或管理員取消了請求，則稽核記錄中將顯示此訊息。使用者可以取消他們自己的請求。
管理員無法取消特定請求，但可以透過停止並重新啟動服務來取消所有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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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停止服務並放棄所有正在執行的請求。

步驟
1.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於右上角依次按一下 [啟動]、[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2. 在 [狀態] 標籤上，按一下 [系統]。
3. 在 [計分卡] 窗格的左上角，按一下箭頭以檢視 [變更視圖] 功能表。按一下 [服務]，然後按一
下 [報表資料]。
4. 顯示報表資料服務後，按一下服務旁邊的箭頭以檢視 [動作] 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立即停止]。
使用此方法，您可以取消長時間執行的請求 (例如執行報表)。

RDS-ERR-1041 無法刪除物件 [物件 ID]
無法刪除工作階段物件，因為它不存在。IBM Cognos Content Service 嘗試清除其他物件時，另一服
務可能已移除該物件。

RDS-ERR-1042 找不到提示答案
已儲存報表中提示的答案不存在。
原因可能是工作階段已逾時，或提示對話方塊關閉以及從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伺服器
擷取資料時發生伺服器容錯移轉。
請重新執行報表並提供報表中所有提示的答案。

RDS-ERR-1043 無法解析樣式定義
伺服器無法解析報表規格中定義的報表樣式。
請確保報表規格有效。如果報表規格有效，但仍顯示此錯誤訊息，請聯絡 IBM 支援。

RDS-ERR-1044 無法擷取所請求版本的物件物件 ID 的輸出
無法從 Content Store 擷取您要執行的報表輸出版本。
此問題可能由以下一種或多種原因所導致：
●

所請求的報表版本名稱、指定的通用鍵或通用 ID 不存在

●

所請求的版本沒有任何具有任一可接受格式 (例如 XML、PDF 或 HTML) 的輸出
報表作者未指定執行報表時要使用的預設格式。

●

您的權限不足，無法擷取此輸出

若要執行報表，您必須對報表具有執行權限，並對包含該報表的資料夾具有遍訪權限。

RDS-ERR-1045 未產生所請求版本的物件 [物件 ID] 的 LayoutDataXML 輸出
要執行的報表版本位於 Content Store 中，但沒有與 LayoutDataXML 輸出一起儲存。
儲存報表輸出版本後，報表作者必須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選取 [在已儲存的輸出版本中啟用
增強的使用者功能] 核選方塊。

718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章節48：對 IBM Cognos Office 和報表資料服務進行故障排除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指南》。

RDS-ERR-1047 無法處理 XML 輸出流
XML 無效，而且 RSVP 發生錯誤。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執行以下其中一項作業：
●

請確保您可以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執行報表，並且嘗試存取或檢視報表的最後一頁。

●

請檢查伺服器記錄是否存在 RSVP 錯誤訊息。請參考 RSVP 錯誤訊息指南，幫助解決錯誤記錄
中列出的問題。

RDS-ERR-1048 無法處理內容選取規格 <選取規格>
無法解析已儲存報表上監視項目的代理程式規格。
請檢查伺服器記錄是否存在 RSVP 或 ASV 錯誤。

RDS-ERR-1049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在 Content Store 中建立物件
無法將項目儲存到 IBM Content Manager。
請檢查伺服器記錄是否存在 RSVP 錯誤。

RDS-ERR-1050 對 IBM Cognos BI 報表執行逐層分析作業
您無法在報表中執行向上逐層分析或向下逐層分析。
請檢查記錄是否存在 RSVP 錯誤。

RDS-ERR-1053 報表資料服務接收到的憑證格式無效
傳遞給報表資料服務驗證服務的憑證無效。
請確認 XML 憑證根據概要進行驗證，並且值與登入請求缺少的值定義對應。

RDS-ERR-1055 嘗試載入支援的轉換格式時發生錯誤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安裝已損毀。
請重新安裝 IBM Cognos BI。

RDS-ERR-1057 報表資料服務處理請求時發生執行時錯誤
報表資料服務中出現無法處理的錯誤。
請聯絡客戶支援。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已編號的錯誤訊息
以下是可能會在對話方塊中出現的錯誤訊息，並且會被記錄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記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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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ERR-2005 匯入失敗
未知問題導致匯入報表內容失敗。
其他可能的原因包括
●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的登入要求不可用。您可能已登入至此名稱環境，或目標名稱
環境不存在。

●

存在對 Excel 活頁簿結構的保護
該保護會阻止使用者新增、刪除工作表或顯示隱藏的工作表。

請檢查報表是否使用標準做法。修訂並重新儲存報表，確保文字和影像沒有位於同一儲存格中。
如果活頁簿結構受保護，請確保已清除 [保護活頁簿] 對話方塊中的 [結構] 核選方塊。從 Excel 的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保護]，然後按一下 [保護活頁簿]。在 [保護活頁簿] 對話方塊中，清除
[結構] 核選方塊，然後按一下 [確定]。

COC-ERR-2006 無法載入入口網站樹狀目錄
嘗試從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工作階段登入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Server 時會發
生此錯誤。您必須安裝 .NET Framework 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
出現此錯誤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未安裝 .NET Framework 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也有可能是連線問題。
它還可能意味著 IBM Cognos BI 服務已停止。
正如《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安裝指南》中所記載的，部署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時，您必須先在用戶端工作站上安裝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
如果已安裝所需的 Microsoft .NET Framework，請檢查是否存在 LAN 連線問題。重新啟動 IBM Cognos
BI 服務。

COC-ERR-2014 重新整理失敗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無法重新整理報表內容。另一錯誤訊息將指明原因。如果沒有其他
錯誤訊息，則問題出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外部。這可能指示系統問題、伺服器故障或
沒有 LAN 連線。
嘗試再次重新整理內容。檢查系統和伺服器功能。

COC-ERR-2015 無法開啟匯入精靈對話方塊
當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匯入內容] 精靈載入時，它將為報表分頁、植入樹狀目錄並為每
個報表元素建立頁面。如果報表中出現非預期錯誤，將記錄此錯誤。
嘗試再次匯入報表。如果失敗，請在建立報表的 Studio 中開啟報表，並儲存報表。檢查記錄檔，
以取得更詳細的資訊。

COC-ERR-2301 登入失敗
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不正確。
請確保輸入有效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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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ERR-2303 此報表無效，無法進行轉譯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無法轉譯最高報表，其中某報表嵌套於其他報表內。
將報表從其巢狀報表中取出，並重新提交請求。

步驟
1. 重新設計報表。
2. 儲存報表。
3. 將已儲存的報表匯入至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COC-ERR-2305 Microsoft Excel 傳回錯誤
訊息指示您應該確保 Microsoft Excel 未處於編輯模式，然後重試。如果正在編輯活頁簿的其中一個
儲存格，則無法重新整理報表內容。
請在作用中的儲存格之外按一下，使其返回至非編輯模式，然後重試。

COC-ERR-2308 報表規格為空
您嘗試匯入至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的報表沒有內容。若要匯入報表，該報表必須具有內
容。
請選擇要匯入的其他報表，或者先完成編寫報表，然後再嘗試匯入。

COC-ERR-2603 必須在匯入任何內容之前為簡報新增投影片
此簡報沒有任何投影片。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要求簡報中至少具有一張投影片才能啟動
[匯入內容] 精靈。
請將投影片新增至簡報，然後嘗試再次匯入報表內容。

COC-ERR-2607 Microsoft Office 訊息
在初始化期間，您將收到錯誤 COC-ERR-2607，在某些實例中，會收到 Microsoft Office 訊息，例
如：
未找到檔案或組件名稱 Microsoft.Office.Interop.ApplicationName 或其某個相依性。
此錯誤指示尚未安裝所需的應用程式或者針對其中一個所需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的 .NET 支
援。
需要安裝 Microsoft Office Excel、PowerPoint、Word 以及適用於這三種應用程式的 Microsoft .NET 可
編程性支援，才能使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e 正常工作。
請確保已安裝這三種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且已啟用 Microsoft .NET 支援。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安裝指南》。

COC-ERR-2609 自訂性質「Property_Name」不存在
您已匯入了一個提示報表，但在 [性質] 窗格中為 [自訂性質] 指定的名稱與 Microsoft Office [性質]
對話方塊中的自訂文件性質名稱不相符。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721

章節48：對 IBM Cognos Office 和報表資料服務進行故障排除
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的 [性質] 窗格內，請確保在 [自訂性質] 方塊中為每個提示指
定的值與在 Microsoft Office [屬性] 對話方塊 ([檔案] > [屬性] > [自訂] 標籤) 中的自訂文件性質中指
定的值相符。請確保自訂文件性質的名稱中無開頭字元空白和尾隨字元空白。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使用者指南》。

IBM Cognos Office 已編號的錯誤訊息
以下是可能會在對話方塊中出現的錯誤訊息，並且會被記錄在 IBM® Cognos® Office 記錄中。

COI-ERR-2002 區塊類型無效
出現內部處理錯誤。區塊物件無法進行處理。
聯絡 IBM Cognos Resource Center (IBM Cognos 資源中心)。請準備提供與此錯誤相關的所有相關記
錄和詳情。

COI-ERR-2003 非預期的類型：堆疊區塊
出現內部處理錯誤。資料物件不屬於非預期的類型，但是無法進行處理。
聯絡 IBM Cognos Resource Center (IBM Cognos 資源中心)。請準備提供與此錯誤相關的所有相關記
錄和詳情。

COI-ERR-2005 此版本的 Microsoft Office 不受支援
IBM Cognos Office 支援以下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 或 2007 (專業版
或標準版)、Microsoft Office Excel XP、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3 或 2007 (專業版或標準版)、Microsoft
Office Word XP、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03 到 2007 以及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XP。您無
法將 IBM Cognos Office 內容載入至其他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 (例如 Microsoft Access)，即使存
在可以使這些應用程式進行交互作業的增益集。
將報表內容載入至其中一個支援的應用程式和環境。

COI-ERR-2006 此 Microsoft Office 產品不受支援
IBM Cognos Office 支援以下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 或 2007 (專業版或
標準版)、 Microsoft Office Excel XP、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3 或 2007 (專業版或標準版)、Microsoft
Office Word XP、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03 到 2007 以及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XP。您無
法將 IBM Cognos Office 內容載入至其他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 (例如 Microsoft Access)，即使存
在可以使這些應用程式進行交互作業的增益集。
將報表內容載入至其中一個支援的應用程式和環境。

COI-ERR-2008 無法從資源擷取。已嘗試「{0}」
出現內部處理錯誤。
聯絡 IBM Cognos Resource Center (IBM Cognos 資源中心)。請準備提供與此錯誤相關的所有相關記
錄和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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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ERR-2009 無法執行此作業，因為 Microsoft Excel 處於編輯模式下
如果正在編輯活頁簿的其中一個儲存格，則無法重新整理報表內容。
請在作用中的儲存格之外按一下，使其返回至非編輯模式，然後重試。

COI-ERR-2010 名稱 {0} 無效。名稱中不得同時包含引號 (") 字元和撇號 (') 字元
建立資料夾、重新命名資料夾或公佈文件時，名稱可以包含撇號或引號，但不能同時包含兩者。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重新命名資料夾或文件。從名稱中去掉撇號或引號字元。

COI-ERR-2011 伺服器未傳回預期的回應。請檢查 Gateway 是否有效。
如果在 [選項] 對話方塊的 [系統 Gateway URI] 方塊中輸入的值不是有效的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伺服器，則會顯示此錯誤訊息。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在 [系統 Gateway URI] 中重新輸入有效 IBM Cognos BI 伺服器的 Gateway 地址。

COI-ERR-2012 提示的中繼資料不受支援
雖然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支援包含提示資料的報表，但不支援提示的中繼資料。
匯入不需要提示中繼資料的報表，或建立提示中繼資料的預設值。

COI-ERR-2013 無法載入中繼資料
您可能無法載入中繼資料，因為您沒有工作表中所有項目的安全性權限，或者伺服器上的項目已
移除或已變更。
確保您擁有嘗試檢視的所有項目的安全性權限。如果這樣解決不了問題，請確保伺服器和套件資
訊的正確性，並確保從來源資料庫中移除的所有項目也已經從工作表中移除。

COI-ERR-2014 找不到說明檔案
說明檔案遺失或損壞。
要解決該問題，請重新安裝 IBM Cognos Office 元件，例如 IBM Cognos Analysis for Microsoft Excel®
或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若要尋找最新的產品文件 (包括所有已翻譯的文件)，請造訪 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cogic/
v1r0m0/index.jsp 並存取其中一個 IBM Cognos 資訊中心。
您也可以直接從 IBM Cognos 產品磁碟中閱讀 PDF 版本的產品版本注意事項和安裝指南。

COI-ERR-2015 解析 MIME 編碼的伺服器回應時出現問題。嘗試尋找界限 [{0}]，但
卻找到界限 [{1}]
使用用於壓縮從伺服器擷取之資料的 GZip 壓縮選項時出錯。用於解壓縮資料的代碼遺失或無法被
IBM Cognos Office 識別。
關閉壓縮功能。雖然壓縮功能預設為打開，但可以透過將 CommManagerSettings.xml 檔案中的
UseGzipCompression 性質設定為 false 來關閉該功能。CommManagerSettings.xml 檔案所在的預設目
錄如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 name\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Cognos\Office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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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執行測試或執行故障排除工作，則請關閉壓縮功能。
要關閉 gzip 壓縮功能，請設定以下屬性：
<setting name="UseGzipCompression">False</setting>

COI-ERR-2305 無法執行此作業，因為 Microsoft Excel 處於編輯模式下
如果正在編輯活頁簿的其中一個儲存格，則無法重新整理報表內容。
請在作用中的儲存格之外按一下，使其返回至非編輯模式，然後重試。

COI-ERR-2307 登入失敗
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不正確。
請確保鍵入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有效。

COI-ERR-2611 找不到說明檔案
說明檔案遺失或損壞。
要解決該問題，請重新安裝 IBM Cognos Office 元件，例如 IBM Cognos Analysis for Microsoft® Excel®
或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若要尋找最新的產品文件 (包括所有已翻譯的文件)，請造訪 publib.boulder.ibm.com/infocenter/cogic/
v1r0m0/index.jsp 並存取其中一個 IBM Cognos 資訊中心。
您也可以直接從 IBM Cognos 產品磁碟中閱讀 PDF 版本的產品版本注意事項和安裝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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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JIS 是日文字元的字元編碼系統。它相當於英文字元的字元編碼系統 ASCII。

原生編碼與 Unicode
由於 Shift-JIS 和 ASCII 均為一種語言定義字元，因此它們都是原生編碼系統。Unicode 是為所有語
言定義字元的字元編碼系統。由於軟體是在全球多語言環境中使用的，因此電腦處理的字元必須
經常在原生編碼系統與 Unicode 之間轉換。

來回轉換安全
與原生編碼系統和 Unicode 之間的轉換相關聯的問題稱為來回轉換安全問題。
使用 Unicode，可以開發可同時處理不同語言輸入的應用程式。使用者輸入的或從資料庫中擷取的
輸入資料可能包含原生編碼系統中的字元。 例如，在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中，使用者輸
入的英文字元是使用 Windows-1252 進行編碼的。
應用程式收到原生編碼系統中的字元時，會將字元轉換為 Unicode 以進行處理。處理完成後，字
元可能會重新轉換為原生編碼系統。
因為每個原生字元只對映一個 Unicode 字元，所以大多數情況下，字元都會明確轉換。如果原生
語言字元與 Unicode 之間來回轉換的結果為原始字元，則認為字元來回轉換安全。
例如，字元「A」在 Windows-1252 中來回轉換安全，如下所示：
●

「A」的 Windows-1252 字元為 0x41。

●

它將轉換為 Unicode U+0041。

●

沒有其他 Windows-1252 字元轉換為同一 Unicode 字元，因此該字元始終會重新轉換為 0x41。

特定於 Shift-JIS 的問題
雖然大多數原生字元編碼系統的字元來回轉換安全，但 Shift-JIS 編碼系統是個例外。Shift-JIS 中約
有 400 個字元來回轉換並不安全，因為該組中有多個字元可以對映到同一 Unicode 字元。例如，
Shift-JIS 字元 0x8790 和 0x81e0 均可轉換為 Unicode 字元 U+2252。

IBM Cognos BI 和 Shift-JIS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使用 Unicode。字元的來回轉換安全對於確保產生的報表中資料
的準確性至關重要。
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 (第726頁) 僅在用於以下兩種情況下的字元轉換時才可以確保 Shift-JIS
字元的來回轉換安全：
●

從 Shift-JIS 到 Unicode

●

從 Unicode 到 Shift-JIS

如果從在 Shift-JIS 到 Unicode 轉換具有自己的自動機制的資料庫中請求資料，則 IBM Cognos BI 不
會呼叫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而將字元從 Unicode 轉換為 Shift-JIS。資料中字元的來回轉換安
全無法確保。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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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Shift-JIS 的安全轉換
下面的範例展示了將 Shift-JIS 轉換為 Unicode 時的問題：
●

資料庫包含以 Shift-JIS 編碼的字元。

●

資料庫中的記錄包含 Shift-JIS 字元 0x8790。

●

使用者將 Shift-JIS 字元 0x8790 輸入瀏覽器中的資料輸入表單。

●

應用程式接收輸入表單並將 Shift-JIS 字元 0x8790 轉換為 Unicode 字元 U+2252。

●

由於資料庫中包含 Shift-JIS 編碼的字元，因此 Unicode 字元 U+2252 無法被指定為查詢的一部
分。

●

應用程式必須將 U+2252 重新轉換為 Shift-JIS 字元。0x8790 和 0x81e0 均轉換為 U+2252。如果
轉換程序選取 0x81e0，則查詢不會傳回任何記錄。

若要解決此問題，您可以使用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確保轉換為 0x8790 並找到記錄。

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
您可以使用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配置 Shift-JIS 字元的轉換程序，從而使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永遠傳回正確的記錄。
此公用程式可以讓您控制以下兩種情況：
●

多個 Shift-JIS 字元轉換為同一 Unicode 字元。
如果資料包含此類 Shift-JIS 字元，您可以使用該公用程式指定 Unicode 字元始終轉換為所需的
Shift-JIS 字元 (第726頁)。

●

多個 Unicode 字元在轉換後代表相同或相似的字元。
電腦處理此類 Unicode 字元時會將其視為相同並可能使其相互替代。您可以使用該公用程式確
保執行正確的替代 (第727頁)。

指定轉換
如果資料包含可轉換同一 Unicode 字元的多個 Shift-JIS 字元，請使用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指
定 Unicode 字元始終轉換為所需的 Shift-JIS 字元。

轉換標籤
在此標籤上，原生編碼字元以 0xYYYY 形式顯示，Unicode 字元以 U+YYYY 形式顯示，其中 YYYY
表示 Unicode 字元的十六進位值。
例如，字元「A」將顯示如下：
●

在原生編碼中，顯示為 0x41

●

在 Unicode 中，顯示為 U+0041

每列表示一個對映規則，該規則將兩個或三個 Shift-JIS 字元與第一欄中的 Unicode 字元相關聯。
依預設，列中的所有 Shift-JIS 字元均轉換為相關聯的 Unicode 字元。例如，Shift-JIS 字元 0x8782 和
0xFA59 均轉換為 Unicode 字元 U+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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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一次配置多個字元。

前提
在選擇轉換要使用的 Shift-JIS 字元之前，請確定環境中目前使用的 Shift-JIS 字元。在特定環境中，
僅可使用 Unicode 字元可能的 Shift-JIS 等效字元中的一個。

步驟
1. 在 c10_location/bin 中啟動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
●

對於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為 rtsconfig.exe

●

對於 UNIX® 作業系統，為 rtsconfig

2. 按一下 [轉換] 標籤。
提示：若要查看 Unicode 字元旁邊的圖形，請從 [檢視] 功能表中，按一下 [圖形]。根據您所使
用的字型的類型和大小，某些字型可能不可見。
3. 從 [編輯] 功能表中，按一下 [尋找字元]，然後輸入 Shift-JIS 字元的十六進位值。
4. 按一下 [確定]。
5. 在 [第一個 Shift-JIS 字元]、[第二個 Shift-JIS 字元] 或 [第三個 Shift-JIS 字元] 欄中，選取您要將
Unicode 字元轉換成的 Shift-JIS 字元。
6. 為每個要配置的 Shift-JIS 字元重複步驟 3 到步驟 5。
7. 使用以下其中一種方法儲存規格：
●

若要僅儲存規格，請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

若要儲存並套用規格，請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配置]。

如果僅進行儲存，您可以稍後再套用規格 (第728頁)。您也可以復原預設設定 (第728頁)。
規格將儲存到 c10_location/bin 目錄下的 shift-jis.xml 檔案中。

指定替代
轉換後，Unicode 資料可能包含意義相同但外觀不同的字元。例如，全形波浪線 (~) 和半形波浪線
在 Unicode 中具有不同的值，但在處理程序中被視為相同。
您可以使用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指定使用一個字元替代相似字元的特定字元對。例如，您
可以指定全形和半形波浪線都由全形波狀浮號替代。

替代標籤
在此標籤上，第一欄包含通常意義相同但在 Unicode 中以不同值表示的字元對。每列代表一個替
代規則。第一欄列出了轉換之前的資料。第二欄列出了可能的取代字元。

步驟
1. 在 c10_location/bin 中啟動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
●

對於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為 rtsconfig.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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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UNIX® 作業系統，為 rtsconfig

2. 按一下 [替代] 標籤。
提示：若要查看 Unicode 字元旁邊的圖形，請從 [檢視] 功能表中，按一下 [圖形]。根據您所使
用的字型的類型和大小，某些字型可能不可見。
3. 在 [原始代碼] 欄中，按一下您要替代的字元。
4. 在 [替代代碼] 欄中，按一下等效字元。
將顯示可能的替代選項的清單。
5. 在此清單中，按一下您要使用的 Unicode 字元，或按一下 [不替代]。
6. 為每個要替代的 Unicode 字元重複步驟 3 到步驟 5。
7. 使用以下其中一種方法儲存規格：
●

若要僅儲存規格，請從 [檔案] 功能表中，按一下 [儲存]。

●

若要儲存並套用規格，請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配置]。

如果僅進行儲存，您可以稍後再套用規格 (第726頁)。您也可以復原預設設定 (第728頁)。
規格將儲存到 c10_location/bin 目錄下的 shift-jis.xml 檔案中。

套用轉換和替代
如果儲存時不套用變更，您可以稍後再套用資料。根據檔案 c10_location/bin/shift-jis.xml 中儲存的
資訊，將產生兩個檔案：
●

對於替代資料，為 i18n_res.xml

●

對於轉換資料，為 ibm-943_P14A-2000.cnv

套用資料時，依預設不會檢查字元的來回轉換安全。設定配置模式時，您可以透過選取選項來檢
查來回轉換安全，對於來回轉換不安全的字元，該選項將在執行時傳回轉換錯誤。這對 Shift-JIS
字元必須配置的初始偵測十分有用。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2. 在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中，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設定配置模式]。
3. 指定是否希望對字元進行來回轉換安全檢查。
4. 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配置]。
5. 啟動 IBM Cognos BI。

復原預設轉換設定
您可以隨時快速復原配置和替代資料中的預設設定。例如，在以下情況下您可能希望復原配置：
●

將應用程式設定為使用要求不同配置的其他資料來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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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型化後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2. 在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中，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復原預設值]。
轉換程式將設定為使用預設值。
3. 啟動 IBM Cognos BI。

為 Series7 PowerPlay Web 報表指定轉換
IBM® Cognos® Series7 為 Shift-JIS 編碼中的日語供應商定義字元 (VDC) 提供了有限的解決方案。 若
要確保在透過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使用 PowerPlay® Web 報表時資料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您必須將字元對應設定為預設值。

步驟
1. 停止 IBM Cognos BI。
2. 啟動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 (第726頁)。
3. 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復原預設值]。
4. 從 [工具] 功能表中，按一下 [配置]。
轉換表將設定為在背景中使用預設值。
5. 關閉來回轉換安全配置公用程式。
6. 啟動 IBM Cognos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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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初始存取權限
Content Manager 初始化 Content Store 時，將建立基本結構和安全性資訊。我們建議您修改這些初始
設定以保護 IBM® Cognos® 軟體(第259頁)。
以下圖示用於指示存取權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存取權限和憑證"(第237頁)。

圖示

權限
讀取
寫入
執行
設定政策
遍訪

物件的 Content Manager 階層架構
下表顯示了物件的 Content Manager 階層架構及其內容。

資料夾

內容

/Root

階層架構中 /Root 下的所有資料夾。

/Root/Directory

有關驗證提供程式的資訊以及通常會在目錄服務中找到的其他資訊。

/Root/Directory/Cognos

包含 Cognos 群組、資料來源、通訊群組清單和聯絡人的 Cognos® 目錄名稱環境。

/Root/Directory/other providers 其他安全性名稱環境，例如 NTLM、LDAP 和 Active Directory。
/Root/Public Folders

Content Manager 中的所有應用程式資料。

/Root/Directory/application
packages

包含有關應用程式資訊的每個應用程式的單獨資料夾。

/Root/Configuration

所有 IBM® Cognos 元件和範本的配置資料。

/Root/Capabilities

可以透過限制對功能 (例如 Administration、Report Studio 和 Query Studio) 和特性 (例如
使用者定義的 SQL 和快速寄發) 進行存取的政策來保護的物件。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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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夾

內容

/Root/Import

每個已匯入到 Content Manager 中的檔案庫的部署資訊。

/Root/Export

每個已從 Content Manager 中匯出的檔案庫的部署資訊。

根物件
物件

群組、角色或帳戶

根

每一個人

最上層 Content Manager 物件
物件

群組、角色或帳戶

功能

目錄管理員
每一個人

配置

伺服器管理員
每一個人

公共資料夾

報表管理員
作者
查詢使用者
取用者
專門作者
讀者

匯出

報表管理員

匯入

報表管理員

目錄

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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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物件

群組、角色或
帳戶

自適應分析

自適應分析管理
員
自適應分析使用
者
目錄管理員

管理

目錄管理員
入口網站管理員
報表管理員
伺服器管理員
計量資料管理員
Planning 權限管
理員
自適應分析管理
員
Controller 管理員
PowerPlay 管理
員

管理/自適應分析管理

自適應分析管理
員
目錄管理員

管理/執行活動和排程

報表管理員
計量資料管理員
Controller 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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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
帳戶
PowerPlay® 管理
員

管理/配置和管理系統

伺服器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管理/使用者、群組和角色

目錄管理員

管理/設定功能與管理使用者介 目錄管理員
面設定檔
管理/資料來源連結

目錄管理員

管理/管理任務

伺服器管理員
報表管理員
計量資料管理員
Controller 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PowerPlay 管理
員

管理/通訊群組清單和聯絡人

目錄管理員

管理/印表機

目錄管理員

管理/Metric Studio 管理

計量資料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管理/Planning 管理

Planning 權限管
理員
目錄管理員

管理/查詢服務管理

目錄管理員
伺服器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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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
帳戶

管理/PowerPlay 伺服器

目錄管理員
PowerPlay 管理
員

管理/樣式和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入口網站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管理/Controller 管理

Controller 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管理/查詢服務管理

目錄管理員
伺服器管理員

Analysis Studio

報表管理員
作者
分析使用者
目錄管理員

IBM Cognos Viewer/

報表管理員

快顯功能表
選取
工具列
作者
取用者
查詢使用者
分析使用者
讀者
Express® 編寫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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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
帳戶
目錄管理員
PowerPlay 管理
員
PowerPlay 使用
者

IBM Cognos Viewer/用選項執行 報表管理員
作者
取用者
查詢使用者
分析使用者
專門作者
目錄管理員
PowerPlay 管理
員
PowerPlay 使用
者
協同作業/

分析使用者

允許協同作業功能
啟動協同作業工具
作者
取用者
目錄管理員
專門作者
PowerPlay 管理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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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
帳戶
PowerPlay 使用
者
查詢使用者
報表管理員

Controller Studio

Controller 使用者
Controller 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Data Manager

Data Manager 作
者
目錄管理員

詳細的錯誤說明

目錄管理員

逐層分析助理

目錄管理員

Event Studio

報表管理員
作者
計量資料管理員
計量資料作者
目錄管理員

執行索引搜尋

目錄管理員
每一個人

進階儀表板

分析使用者
作者
取用者
目錄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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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
帳戶
專門作者
查詢使用者
讀者
報表管理員
PowerPlay 管理
員
PowerPlay 使用
者

進階儀表板/將儀表板公佈至協 目錄管理員
同合作空間
報表管理員
PowerPlay 管理
員
詞彙

每一個人
目錄管理員

隱藏項目

每一個人
目錄管理員

匯入相關中繼資料

目錄管理員
報表管理員

譜系

每一個人
目錄管理員

管理自己的資料來源登入

目錄管理員

Metric Studio

計量資料管理員
計量資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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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
帳戶
計量資料作者
目錄管理員

Metric Studio/編輯視圖

計量資料管理員
計量資料作者
目錄管理員

Planning Contributor

Planning
Contributor 使用
者
Planning 權限管
理員
目錄管理員

PowerPlay Studio

作者
目錄管理員
PowerPlay 管理
員
PowerPlay 使用
者

Query Studio/

作者

建立
進階
查詢使用者
報表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Report Studio

作者
報表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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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
帳戶
目錄管理員
專門作者

Report Studio/

作者

快速寄發
報表中的 HTML 項目
使用者定義 SQL
報表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Report Studio/

作者

建立/刪除
報表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專門作者
Report Studio/允許外部資料

目錄管理員

Report Studio/使用 Report Studio 目錄管理員
開啟 PowerPlay 報表
排程

報表管理員
作者
取用者
查詢使用者
計量資料管理員
計量資料作者
Controller 管理員
Controller 使用者

740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附錄B：初始存取權限

物件

群組、角色或
帳戶
分析使用者
目錄管理員
專門作者
PowerPlay 管理
員
PowerPlay 使用
者

排程/排程優先順序

報表管理員
計量資料管理員
Controller 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PowerPlay 管理
員

排程/

分析使用者

按天排程
按小時排程
按分鐘排程
按月排程
按觸發器排程
按週排程
按年排程
作者
取用者
Controller 管理員
Controller 使用者
目錄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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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
帳戶
專門作者
計量資料管理員
計量資料作者
查詢使用者
報表管理員
PowerPlay 管理
員
PowerPlay 使用
者

自助式套件精靈

目錄管理員

設定項目特定的功

目錄管理員

規格執行

Data Manager 作
者
目錄管理員

統計資料

目錄管理員
統計資料作者

監視規則

報表管理員
作者
查詢使用者
取用者
計量資料管理員
計量資料作者
Controller 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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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
帳戶
Controller 使用者
分析使用者
專門作者
目錄管理員
PowerPlay 管理
員
PowerPlay 使用
者

Cognos 名稱環境
物件

群組、角色或帳戶

Cognos

每一個人
目錄管理員

Cognos 名稱環境中內建和預先定義的物件
物件

群組、角色或帳戶

自適應分析管理員

自適應分析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自適應分析使用者

目錄管理員
自適應分析使用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分析使用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分析使用者
目錄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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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帳戶

匿名

匿名
每一個人
目錄管理員

作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作者
目錄管理員

取用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取用者
目錄管理員

Controller 管理員

Controller 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Controller 使用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Controller 使用者
目錄管理員

Data Manager 作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Data Manager 作者
目錄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專門作者

目錄管理員
專門作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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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帳戶
匿名

計量資料管理員

計量資料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計量資料作者

計量資料作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目錄管理員

計量資料使用者

計量資料使用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目錄管理員

Planning Contributor 使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用者
Planning Contributor 使
用者
目錄管理員
Planning 權限管理員

Planning 權限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入口網站管理員

入口網站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查詢使用者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目錄管理員
查詢使用者

讀者

目錄管理員
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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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群組、角色或帳戶
所有經授權的使用者

報表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報表管理員

伺服器管理員

目錄管理員
伺服器管理員

系統管理員

系統管理員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報表的存取權限
可透過授予或拒絕 IBM Cognos Connection 內資料夾層級或套件層級的權限來指定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報表的存取權限。指定報表、報表組成部分、報表資料夾或儀表板物件的權限後，使用者
才能夠根據權限設定執行動作。
以下圖示用於指示指定的存取權限。

讀取

寫入

遍訪

執行

設定政策

報表。

結果
報表物件在內容窗格中可用，但無法進行拖曳或展開。
報表物件在內容窗格中可用，但無法展開以顯示報表組成部分。
如果將報表拖曳到畫布上，且存在已儲存的輸出，則將顯示已儲存
的輸出。如果無法檢視已儲存的輸出，則會在儀表板中顯示以下錯
誤訊息：無法顯示內容。可能已經將其刪除或您沒有足夠的權限。
可以檢視儀表板中的已儲存的輸出。當使用者在儀表板中執行即時
報表時，將顯示以下錯誤訊息：RSV-CM-0006。使用者沒有執行此報
表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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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報表物件在內容窗格中可用，但無法展開以顯示報表組成部分。報
表將在無交互可用的情況下執行。
如果出現如下情況，將無交互可用：
●

將報表拖曳到畫布上

●

擁有執行權限的使用者儲存了報表，而其他使用者開啟報表

●

擁有執行權限的使用者開啟由其他使用者建立的儀表板

如果無法檢視已儲存的輸出，則會在儀表板中顯示以下錯誤訊息：
無法顯示內容。可能已經將其刪除或您沒有足夠的權限。
報表物件在內容窗格中可用，並在有交互可用的情況下執行。可以
展開報表以顯示報表組成部分。可能不會儲存報表變更。
如果使用者將報表新增到儀表板並儲存，則可以儲存變更。如果報
表由報表所有人之外的使用者新增到儀表板，則無法儲存變更。將
顯示以下錯誤訊息：無法儲存內容。您沒有足夠的權限。
報表物件在內容窗格中可用，並在有交互可用的情況下執行。可以
展開報表以顯示報表組成部分。
將報表新增到畫布時 (作為即時報表或已儲存的報表輸出)，新增的報
表的類型取決於報表性質中指定的預設動作。
這組權限包括：
●

讀取

●

讀取和遍訪

●

執行

●

讀取和執行

●

讀取、遍訪和執行

此外，還可以變更和儲存報表。
將報表拖曳到儀表板後，儲存時會建立一個報表副本。如果該使用
者具有設定政策權限，則複製的儀表板報表將繼承原始報表的權限。
報表組成部分。

結果
顯示報表物件，您可以將其展開以顯示報表組成部分。將報表組成部
分拖曳至畫布時，報表組成部分便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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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夾。

結果
資料夾將顯示在內容窗格中，並且您可以讀取資料夾性質。您無法將資
料夾拖曳至畫布，也無法展開它以顯示內容。您無法將儀表板物件儲存
在此資料夾中。
您可以將資料夾拖曳至畫布並展開它以查看其內容，但您無法將儀表板
物件儲存在此資料夾中。
您可以將資料夾拖曳至畫布並展開它以查看其內容。您還可以將儀表板
物件儲存在此資料夾中。
儀表板。

結果
將顯示儀表板，但無法開啟。
儀表板會正常開啟。 需要遍訪權限才能顯示儀表板的 widget。
儀表板正常開啟和儲存。
附註：物件的所有人將自動具有讀取、寫入、遍訪和執行權限。如果關閉了某個物件，您必須具
有寫入權限才能查看和編輯該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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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gnos® 軟體隨附的範例資料庫儲存了使用 23 種語言的文字欄位選集 (例如名稱和說明)，以
展示多語言製表環境。本附錄提供了有關資料如何在範例資料庫中儲存以及如何設定範例資料庫
以使用多語言資料的資訊，包括：
●

每種語言一欄 (第749頁)

●

每種語言一列 (第750頁)

●

亞洲語言的轉換和多語言副檔名 (第750頁)

如需有關範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範例"(第66頁)。

每種語言一欄
在此結構中，表格包含多組 23 欄，每種語言一欄。使用邏輯命名慣例命名來指示欄包含的語言。
每欄的名稱都以語言代碼後綴結尾，例如英語以 _EN 結尾，法語以 _FR 結尾。例如，包含有關國
家/地區資訊的欄在使用法語資料時名為COUNTRY_FR，而在使用德語資料時則名為COUNTRY_DE。
除 PRODUCT_LOOKUP 外，所有表格都使用此結構。

確定模型中的語言 (欄)
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您可以在資料來源查詢主題的 SQL 中插入巨集以傳回特定欄的資料。
查詢主題使用巨集來套用區域設置並傳回語言代碼。區域指定字元類型、定序、日期和時間格式、
貨幣單位以及訊息的語言資訊和文化習俗。
巨集 runLocale 使用參數對應將使用者所需的內容語言轉換為完整的或部分欄名稱。然後此欄名稱
將在查詢執行前在 SQL 中被替換。
因為範例資料庫將語言代碼用作欄名稱的後綴，所以巨集使用參數對映將有效執行區域轉換為語
言代碼，然後將語言代碼與基本欄名稱相結合。

範例查詢
以下範例查詢中的巨集將 runLocale 工作階段變數用作 Language_lookup 參數對映鍵。它將傳回將用
作欄名稱後綴的語言代碼。在下面的 Select 敘述 (語言為法語) 中，巨集將產生欄名稱
COUNTRY_FR。
Select COUNTRY.COUNTRY_CODE, #'COUNTRY.COUNTRY_' + $Language_lookup{$runLocale}# as Product_Line
from [great_outdoors].COUNTRY

因為 Framework Manager 很靈活，所以多語言欄不必使用在範例中使用的命名系統。事實上，多語
言欄可以使用任何命名系統。您可以根據需要將命名概要編碼到參數對映中。可以將任何工作階
段變數用作參數對映鍵並傳回需要在執行時替換的任何 SQL 語法。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Framework Manager User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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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語言一列
在此結構中，每個字串值都具有單獨的列，並且該列都具有識別語言的代碼欄。將篩選資料以僅
傳回包含所需語言資料的列。
通常，多語言資料儲存在單獨的表格中，以避免與非說明性資料或單語言資料重複。
在範例資料庫中，資料表格包含主鍵和單語言資料，例如日期資訊。多語言表格包含由外部索引
鍵和語言代碼組成的資料和複合鍵。例，PRODUCT_NAME_LOOKUP 表格包含 PRODUCT_
NUMBER、PRODUCT_LANGUAGE 和 PRODUCT_NAME 欄，其中 PRODUCT_NUMBER 和 PRODUCT
LANGUAGE 構成主鍵。每個本地化的項目都以 23 列表示 (每種語言一列)。
以下外部索引鍵表格包含一個或多個本地化的項目。

主鍵表格

外部索引鍵表格

資料庫

產品

PRODUCT_NAME_LOOKUP

GOSALES

SLS PRODUCT DIM

SLS_PRODUCT_LOOKUP

GOSALESDW

範例資料庫使用 ISO 語言代碼來識別每列資料。

確定模型中的語言 (列)
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您可以在資料來源查詢主題的 SQL 中插入巨集以傳回特定列的資料。
查詢主題使用巨集來套用區域設置並傳回語言代碼。

範例查詢
以下範例查詢中的巨集將 runLocale 工作階段變數用作 Language_lookup 參數對映鍵，並傳回相對的
語言代碼。sq() 函數指定巨集的傳回值包括在單引號中以產生有效的 SQL 篩選器判定式。在下面
的 Select 敘述中 (其中語言為德語)，巨集將語言標識為 DE (德語)，並產生篩選器 (PRODUCT_
MULTILINGUAL."LANGUAGE" = 'DE')。
Select P.INTRODUCTION_DATE, P.PRODUCT_TYPE_CODE, P.PRODUCTION_COST, P.MARGIN, PRODUCT_LOOKUP.
PRODUCT_NUMBER as PRODUCT_NUMBER1, PRODUCT_LOOKUP."PRODUCT_LANGUAGE", PRODUCT_LOOKUP.PRODUCT_
NAME, PRODUCT_LOOKUP.PRODUCT_DESCRIPTION From gosales].PRODUCT as P, [gosales].PRODUCT_LOOKUP
Where P.PRODUCT_NUMBER = PRODUCT_LOOKUP.PRODUCT_NUMBER and (PRODUCT_LOOKUP."PRODUCT_LANGUAGE"
= #sq($Language_lookup{$runLocale})#)

顯示和多指令碼副檔名
對於亞洲語言的顯示，表格包含具有等效資訊的兩欄。一欄僅使用拉丁字元顯示字串值。另一欄
使用亞洲和拉丁字元顯示字串值。命名慣例將新增至 suffix _MB。
在僅使用拉丁字元的欄中，顯示將定義 _MB 欄中所定義的值的語音等效值。
下表包括包含已顯示值的欄。

表格

資料庫

ORDER_HEADER

GOSALES

RETAILER

GO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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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資料庫

RETAILER_SITE _MB

GOSALES

BRANCH

GOSALES

EMPLOYEE

GOSALES

在模型中顯示
以下範例根據兩個表格的查詢主題建立單一資料來源。除了一個表格中使用亞洲字元外，這兩個
表格完全相同。
名稱以 suffix _MB 結尾的欄使用亞洲字元 (例如漢字) 儲存與亞洲相關的資料。這將移除某些重複
資料，使定義與模型中其他查詢主題的關係變得更加容易。
Select RS.RTL_RETAILER_SITE_CODE, RS.RTL_RETAILER_CODE, RS.RTL_ADDRESS1, RS.RTL_ADDRESS2,
RS.RTL_CITY, RS.RTL_REGION, RS.RTL_POSTAL_ZONE, RS.RTL_COUNTRY_CODE, RS.RTL_ACTIVITY_STATUS_
CODE, RS_MB.RTL_ADDRESS1 as Address1_MB, RS_MB.RTL_ADDRESS2 as Address2_MB, RS_MB.RTL_CITY as
City_MB, RS_MB.RTL_REGION as Region_MB from [goretailers].RETAILER_SITE as RS, [goretailers].
RETAILER_SITE_MB as RS_MB where RETAILER_SITE.RETAILER_SITE_CODE = RETAILER_SITE_MB.RETAILER_
SITE_CODE

多指令碼副檔名
定義模型中的查詢主題後，具有 _MB 副檔名的項目將使用多指令碼副檔名 (例如位址 1 [多指令
碼]) 重新命名，以方便使用和閱讀。

使用多指令碼副檔名進行條件格式化
多指令碼使用的一個範例為郵件位址，其中多指令碼值確保郵件標籤為本端處理和傳送進行了格
式化。
為向郵件標籤新增更多值，GO 銷售商與零售商模型套用條件格式化以產生國際位址格式。
在以下範例中，位址行 3 為使用者定義的計算的名稱，該計算用於產生郵件標籤的第 3 行。該表
示式使用國家/區域代碼值指定如何格式化行。
if ([Retailers].[Retailer site].[Country code] = 6) then (' ' + [Retailers].[Retailer
site].[Address 1 (multiscript)]) else if ([Retailers].[Retailer site].[Country code] = 8) then
([Retailers].[Retailer site].[Address 2 (multiscript)]) else if ([Retailers].[Retailer
site].[Country code] = 13) then ([Retailers].[Retailer site].[Region (multiscript)] + ' ' +
[Retailers].[Retailer site].[City (multiscript)] + ' ' + [Retailers].[Retailer site].[Address
1 (multiscript)] + ' ' + [Retailers].[Retailer site].[Address 2 (multiscript)]) else if (
[Retailers].[Retailer site].[Country code] = 14) then ([Retailers].[Retailer site].[Address 2
(multiscript)]) else ([Retailers].[Retailer site].[Address 1 (multiscript)])

多指令碼副檔名允許使用任何語言的使用者使用相同模型欄來建立位址區塊，並查看為每個傳送
位置正確格式化的位址。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gosales_goretailers 範例模型中的郵件位址資料來
源查詢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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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使用者介面元素參考清單
本附錄顯示了您可以隱藏和新增的 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介面元素。

可隱藏的元素
下表說明了可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隱藏的使用者介面元素。以 CRN 和 CC 開頭的項目表
示 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者介面元素。以 RV 開頭的項目指示 IBM Cognos Viewer 元素。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第547頁)。

使用者介面元素

說明

<CRN_HEADER/>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頂部頁首 (h1)

<CRN_HEADER_TITLE/>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頂部頁首 (h1) 的左側

<CRN_HEADER_OPTIONS/>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頂部頁首 (h1) 的右側

<CRN_HEADER_LAUNCH/>

Cognos Connection 右上角的 [啟動] 功能表

<CRN_HEADER_USERNAME/>

不支援

<CRN_HEADER_AUTHENTICATION/>

驗證選項

<CRN_HEADER_REFRESH/>

重新整理按鈕

<CRN_HEADER_SEARCH/>

搜尋選項

<CRN_HEADER_PERSONAL/>

我的區域選項

<CRN_HEADER_PERSONAL_myinbox/>

[我的區域選項] 和 [歡迎] 頁面中的 [我的收件匣] 選
項

<CRN_HEADER_PERSONAL_subscriptions/>

[我的區域選項] 中的 [我的監視項目] 選項

<CRN_HEADER_PERSONAL_preferences/>

[我的區域選項] 中的 [我的偏好設定] 選項

<CRN_HEADER_PERSONAL_activities/>

[我的區域選項] 中的 [我的活動和時間表] 選項

<CRN_HEADER_HELP/>

說明功能表

<CRN_HEADER_HELP_quickTour/>

快速瀏覽連結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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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元素

說明

<CRN_HEADER_HELP_getStarted/>

[入門] 連結

<CRN_HEADER_HELP_moreDocs/>

[更多文件] 連結

<CRN_HEADER_HELP_companyWebsite/>

[網上 IBM Cognos] 連結

<CRN_HEADER_HELP_welcome/>

[移至歡迎頁面] 連結

<CRN_HEADER_HELP_about/>

[關於 IBM Cognos Connection] 連結

<CRN_HEADER_HOME/>

[首頁] 選項

<CRN_HEADER_HOME_setHome/>

[將檢視設定為首頁] 選項

<CRN_HEADER_OPTIONS_mypages/>

已棄用

<CRN_HEADER_OPTIONS_rs/>

Report Studio 連結

<CRN_HEADER_OPTIONS_qs/>

Query Studio 連結

<CRN_HEADER_OPTIONS_mm/>

Metric Studio 連結

<CRN_HEADER_OPTIONS_es/>

Event Studio 連結。以前為 <CRN_HEADER_OPTIONS_
ags>

<CRN_HEADER_OPTIONS_as/>

Analysis Studio 連結。以前為 <CRN_HEADER_
OPTIONS_ps>

<CRN_HEADER_OPTIONS_cc/>

IBM Cognos Connection 連結 (僅 IBM Cognos Viewer)。
已棄用。

<CRN_HEADER_OPTIONS_pc/>

[Contributor] 連結

<CRN_HEADER_OPTIONS_cs/>

[Controller Studio] 連結

<CRN_HEADER_OPTIONS_dt/>

[逐層分析定義] 連結

<CRN_HEADER_OPTIONS_aa/>

[自適應分析] 連結

<CRN_HEADER_OPTIONS_cbi/>

隱藏 [啟動] 功能表中的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連結

<CRN_HEADER_OPTIONS_cbia/>

隱藏 [啟動] 功能表中的 [IBM Cognos Businsess Insight
Advanced]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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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元素

說明

<CC_HEADER/>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首 (h2)。已棄用

<CC_HEADER_TITLE/>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首 (h2) 的左側。已棄用

<CC_HEADER_MENU/>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首 (h2) 的右側。已棄用

<CC_HEADER_MENU_home/>

[首頁] 連結。取代為 <CRN_HEADER_HOME/>

<CC_HEADER_MENU_return/>

[返回] 連結 (僅 IBM Cognos Viewer)

<CC_HEADER_MENU_search/>

[搜尋] 連結

<CC_HEADER_MENU_logon/>

[登入] 連結

<CC_HEADER_MENU_logoff/>

[登出] 連結

<CC_HEADER_MENU_about/>

[關於] 連結 (僅 IBM Cognos Viewer)。取代為 <CRN_
HEADER_HELP_about/>

<CC_HEADER_MENU_help/>

[說明] 連結

<CC_HEADER_MENU_preferences/>

[偏好設定] 連結

<CC_VIEW_TOOLS/>

[工具] 連結。已棄用

<CC_VIEW_TOOLS_directory/>

[目錄] 連結。已棄用

<CC_VIEW_TOOLS_capabilities/>

[功能] 連結。已棄用

<CC_VIEW_TOOLS_schedule/>

[時間表] 連結。已棄用

<CC_VIEW_TOOLS_administration/>

[伺服器管理] 連結。已棄用

<CC_VIEW_TOOLS_deployment/>

[部署] 連結。已棄用

<CC_VIEW_TOOLS_csadministration/>

[內容管理] 連結。已棄用

<CC_VIEW_TOOLS_portal/>

[入口網站管理] 連結。已棄用

<CC_VIEW_TOOLS_drillthru/>

[逐層分析定義] 連結

<CC_VIEW_TOOLS_preferences/>

[我的偏好設定] 連結

<CC_VIEW/>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首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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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元素

說明

<CC_VIEW_TABS/>

包括標籤的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首 (h3) 的左側

<CC_VIEW_TABS_OPTIONS/>

入口網站標籤左側的頁面功能表按鈕

<CC_TOOLBAR/>

包括路徑瀏覽和工具列的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首
(h4)

<CC_TOOLBAR_PATH/>

路徑瀏覽

<CC_TOOLBAR_BUTTONS/>

工具列按鈕

<CC_TOOLBAR_BUTTONS_refreshUsingGet/>

重新整理

<CC_TOOLBAR_BUTTONS_newjobDefinition/>

新工作

<CC_TOOLBAR_BUTTONS_newfolder/>

新資料夾

<CC_TOOLBAR_BUTTONS_newURL/>

新 URL

CC_TOOLBAR_BUTTONS_newconfigurationFolder/ 新配置資料夾
>
<CC_TOOLBAR_BUTTONS_newrole/>

新角色

<CC_TOOLBAR_BUTTONS_newgroup/>

新群組

<CC_TOOLBAR_BUTTONS_newnamespaceFolder/>

新名稱環境資料夾

<CC_TOOLBAR_BUTTONS_newdataSource/>

新資料來源

<CC_TOOLBAR_BUTTONS_newdataSource
Connection/>

新連線

<CC_TOOLBAR_BUTTONS_newdataSourceSignon/> 新資料來源登入
<CC_TOOLBAR_BUTTONS_newcontact/>

新聯絡人

<CC_TOOLBAR_BUTTONS_newdistributionList/> 新通訊群組清單
<CC_TOOLBAR_BUTTONS_newprinter/>

新印表機

<CC_TOOLBAR_BUTTONS_newadminFolder/>

新管理資料夾

<CC_TOOLBAR_BUTTONS_newportletFolder/>

新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資料夾

<CC_TOOLBAR_BUTTONS_newcontentTask/>

新內容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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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元素

說明

<CC_TOOLBAR_BUTONS_newcmmSystemTask/>

新 IBM Cognos Metrics Manager 任務

<CC_TOOLBAR_BUTTONS_newimportDeployment
Folder/>

新匯入部署資料夾

<CC_TOOLBAR_BUTTONS_newexportDeployment
Folder/>

新匯出部署資料夾

<CC_TOOLBAR_BUTTONS_import/>

新匯入規格

<CC_TOOLBAR_BUTTONS_export/>

新匯出規格

<CC_TOOLBAR_BUTTONS_cut/>

剪下

<CC_TOOLBAR_BUTTONS_copy/>

複製

<CC_TOOLBAR_BUTTONS_paste/>

貼上

<CC_TOOLBAR_BUTTONS_delete/>

刪除

<CC_TOOLBAR_BUTTONS_refresh/>

重新整理

<CC_TOOLBAR_BUTTONS_selectall/>

全選

<CC_TOOLBAR_BUTTONS_deselectall/>

取消全選

<CC_TOOLBAR_BUTTONS_list/>

清單檢視模式

<CC_TOOLBAR_BUTTONS_detail/>

詳細檢視模式

<CC_TOOLBAR_BUTTONS_properties/>

目前資料夾性質

<CC_TOOLBAR_BUTTONS_configuration_
properties/>

配置資料夾性質

<CC_TOOLBAR_BUTTONS_order/>

順序

<CC_TOOLBAR_BUTTONS_deployment_properties/ 部署性質
>
<CC_TOOLBAR_BUTTONS_enable_sched/>

啟用排程

<CC_TOOLBAR_BUTTONS_disable_sched/>

關閉排程

<CC_TOOLBAR_BUTTONS_view_events/>

檢視事件

<CC_TOOLBAR_BUTTONS_page_sizes/>

配置工具中的頁面大小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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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元素

說明

<CC_TOOLBAR_BUTTONS_search/>

搜尋

<CC_TOOLBAR_BUTTONS_edit_layout/>

編輯自訂入口網站頁面的版面

<CC_TOOLBAR_BUTTONS_newpagelet/>

新增自訂入口網站頁面

<CC_TOOLBAR_BUTTONS_delete_page/>

刪除自訂入口網站頁面

<CC_TOOLBAR_BUTTONS_newmetricsIntegration 新資料整合任務
TaskGroup/>
<CC_TOOLBAR_BUTTONS_newmetricsPackage/>

新計量資料套件

<CC_DIALOG_HEADER/>

不支援

<CC_DIALOG_HEADER_help/>

對話方塊螢幕上的 [說明] 連結

<CC_RUN_OPTIONS_email_attachment/>

[含該報表] 核選方塊

<RV_HEADER/>

IBM Cognos Viewer 頁首

<RV_HEADER_TITLE/>

IBM Cognos Viewer 頁首的左側

<RV_HEADER_MENU/>

IBM Cognos Viewer 頁首的右側

<RV_HEADER_MENU_LOGOFF/>

[登出] 連結

<RV_HEADER_MENU_LOGON/>

[登入] 連結

<RV_HEADER_MENU_RETURN/>

[返回] 連結

<RV_HEADER_MENU_ABOUT/>

[關於] 連結

<RV_HEADER_MENU_HOME/>

[首頁] 連結

<RV_TOOLBAR/>

不適用

<RV_TOOLBAR_BUTTONS/>

IBM Cognos Viewer 中的工具列選項

<RV_TOOLBAR_BUTTONS_DOWNLOAD/>

下載工具列按鈕。該按鈕在啟用下載之後適用。

<RV_TOOLBAR_BUTTONS_SAVE/>

儲存工具列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SAVEAS/>

另存新檔工具列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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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元素

說明

<RV_TOOLBAR_BUTTONS_SEND/>

電子郵件工具列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HISTORY/>

歷程記錄工具列選項

<RV_TOOLBAR_BUTTONS_RUN/>

執行工具列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HTML/>

HTML 格式檢視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PDF/>

PDF 格式檢視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XLS/>

XLS 格式檢視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XLS_CSV/>

CSV 格式檢視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XML/>

XML 格式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XLS_SPREADSHEETML/>

Microsoft® Excel 2007 格式視圖

<RV_TOOLBAR_BUTTONS_XLS_XLWA/>

Excel 2002 格式視圖

<RV_TOOLBAR_BUTTONS_DRILLDOWN/>

隱藏向下逐層分析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DRILLUP/>

隱藏向上逐層分析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GOTO/>

隱藏移至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ADD_THIS_REPORT/>

隱藏 [新增此報表] 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ADD_TO_MY_BOOKMARKS/> 隱藏 [新增至我的書籤] 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ADD_TO_MY_FOLDERS/>

隱藏 [新增至我的資料夾] 按鈕

<RV_TOOLBAR_BUTTONS_KEEP_THIS_VERSION/>

隱藏 [保留此版本] 按鈕

可新增的元素
您可以將使用者介面元素新增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以下範例將 URL、圖示、工具提示以及標籤新增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頂部表頭 (h1) 的右
側，其中 target 元素可以是 _blank、_self、_parent 或 _top 中的其中一個。
<CRN_HEADER_OPTIONS>
<item show="user_type">
<url>
http-encoded URL to execute
</url>
<onclick>other action to take when link is clicked
</onclick>
<target>browser window to target
</target>
<label xml:lang="en">link text
</label>
<tooltip xml:lang="en">tooltip text
</tooltip>
<label xml:lang="language">link
text
</label>
<tooltip xml:lang="language"> tooltip text
</tooltip>
<icon>icon
to show for this element
</icon>
</item> </CRN_HEADER_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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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的資訊，請參閱"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第5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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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E：Portal Services 的使用者參考說明
在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提供給使用者之前，管理員通常會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每個實例配置預
設設定。
透過入口網站存取 IBM®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您可以變更某些設定以自訂每個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實例。然後可以儲存設定，以供後續的工作階段使用。
您可以使用標題列上的 [編輯] 按鈕
來變更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和版面。如果頁面或入口
網站應用程式為唯讀或已由管理員鎖定，則 [編輯] 按鈕將關閉或不會顯示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
題列上。

IBM Cognos Navigator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瀏覽用於開啟已公佈的 IBM® Cognos® 報表及其他項目之連結的清
單。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附註
●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iView。本文件可能將 iView 稱為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

●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本文件可能將
Web 組件稱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如果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資料夾名稱。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附註：標題不會顯示在 WebSphere®、WCI 和 SAP 入口網站中。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資料夾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瀏覽開始的位置。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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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視圖

指定項目的顯示方式：
●

若要顯示項目名稱清單，請使用 [瀏覽器清單] 視圖。這是預設視圖。

●

若要顯示項目名稱和詳細資訊 (例如上一次修改日期)，請使用 [瀏覽器明細] 視圖。使用連結
可以開啟關於項目的更詳細的資訊。

●

若要以 RSS 類型的格式顯示 URL 和捷徑，請使用 [新聞清單] 視圖。
RSS 是在網頁中將 URL 顯示為簡短摘要的方式，此簡短摘要中包含指向相關聯頁面的連結。

開啟連結

指定開啟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連結的方式。您可以
●

在新瀏器視窗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這是預設選項。

●

在目前開啟的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只有當包含 IBM Cognos Navigator 的頁面
作為應用程式入口網站標籤新增至 Cognos Connection 中時，此選項才可用。

●

在指定的 HTML 框架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在提供的文字方塊中鍵入視窗或框架的名稱。

●

在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鍵入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指定的通路名稱。

開啟此入口網 指定在瀏覽資料夾階層架構時是否最大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視圖。
站應用程式內
部的瀏覽連結
要在瀏覽器視 指定 IBM Cognos 項目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顯示方式：
圖中展現的功 ● 若要在 IBM Cognos 資料夾階層架構中顯示或隱藏啟動資料夾的母項目，請使用 [路徑中的母
能
位置] 核選方塊。
●

若要顯示或隱藏項目的 [動作] 欄以及檢視來源應用程式中容器項目的內容，請使用 [動作] 核
選方塊。

●

若要在適用的視圖中顯示或隱藏項目的修改日期和說明，請使用 [其他資訊] 核選方塊。

●

若要指定您希望項目在明細視圖中顯示的欄數，請使用 [明細視圖中的欄數] 核選方塊。
一般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視圖的預設值為 2，最大化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視圖的預設值為 4。

您可以為一般和最大化的視窗指定不同視圖。
附註：最大化的視圖在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不可用。
項目數

指定每頁顯示的最大項目數。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功能表列顯示資料夾的可用項目數。

762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附錄E：Portal Services 的使用者參考說明

性質

說明

分隔符號

指定是否在清單視圖中使用分隔符號。
若要使較長的項目清單更易閱讀，請使用替用背景色彩分隔清單中的項目。

IBM Cognos Search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尋找已公佈的 IBM® Cognos® 報表及其他項目。
可以針對各種類型的 IBM Cognos 項目和資料夾執行搜尋。使用進階搜尋選項可以執行更複雜的搜
尋。
依預設，搜尋結果顯示為可以在新瀏覽器視窗中開啟項目的連結。
您可以儲存搜尋設定，以供日後使用。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附註
●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iView。本文件可能將 iView 稱為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

●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本文件可能將
Web 組件稱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如果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名稱。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附註：標題不會顯示在 WebSphere®、WCI 和 SAP 入口網站中。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儲存的搜尋 指定已儲存的先前搜尋的結果。
若要儲存最新的搜尋結果，請在 [上次搜尋] 方塊中鍵入名稱，然後按一下 [儲存]。
若要重新命名搜尋，請在相應的 [儲存的搜尋] 文字方塊中鍵入新名稱。
若要刪除搜尋請按一下相應的 [儲存的搜尋] 文字方塊旁邊的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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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開啟連結

指定開啟連結的方式。您可以
在新瀏器視窗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

這是預設選項
●

在目前開啟的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

在目標瀏覽器視窗或框架中開啟連結的項目。
在提供的文字方塊中鍵入視窗或框架的名稱。
在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

鍵入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指定的通路名稱。
每頁顯示的 指定每頁要列出的最大項目數。
結果數
項目視圖的 指定是否在搜尋結果中顯示項目的其它明細。
內容
使用 [顯示明細] 核選方塊可以顯示項目修改日期。
使用 [顯示動作] 核選方塊可以顯示項目動作。例如，您可以使用此選項來檢視報表輸出、執行具有
選項的報表、開啟報表進行編輯、設定性質或設定排程以從搜尋結果視圖中直接執行報表。
搜尋結果

指定搜尋結果的顯示方式。
如果要在最大化的視圖中顯示結果，請選取 [顯示搜尋結果時最大化視圖] 核選方塊。這在結果清單
較長時非常有用。

IBM Cognos Viewer (IBM Cognos Connection)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檢視已公佈的 IBM® Cognos® 報表及其他項目並與它們進行交互，還可
以啟用同一頁面中的其他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互動功能。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附註
●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iView。本文件可能將 iView 稱為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

●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本文件可能將
Web 組件稱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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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如果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項目名稱。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附註：標題不會顯示在 WebSphere®、WCI 和 SAP 入口網站中。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項目

指定要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顯示項目 (例如報表) 的位置。
您可以搜尋資料夾以尋找項目。
選取項目後，將顯示 [報表性質] 連結。使用此連結可存取進階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性質。

通路

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其它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啟用通訊。
若要設定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請為要進行交互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鍵入同一通路名
稱。
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Cognos、Cognos_Portlets
或 CognosPortlets。

高度 (像素)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高度 (以像素表示)。
如果報表影像大於此設定，則檢視報表時將顯示捲動列。

進階性質
使用這些性質可以覆蓋預設 IBM Cognos Viewer 性質、自訂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使用者介面以及啟用
同一頁面中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互動功能。

性質

說明

片段動作

定義在頁面中呼叫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的預設動作。
選取 [顯示執行動作] 後，執行按鈕將顯示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按一下該按鈕就會執行報表。此
功能有助於避免同時執行多個報表。
如果選取了 [顯示最近儲存的輸出內容]，且在呼叫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時不存在儲存的報表輸出，您
可以選擇執行報表或顯示執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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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提示使用者 在頁面或儀表板中控制提示的報表。
如果選取 [僅在缺少需要的參數值時] 時，則將提示使用者報表是否包含必需提示以及是否缺少值。
否則，報表將成功執行。
如果選取 [每次] 時，則在報表包含可選提示或必需提示時，將提示使用者在執行報表之前輸入提示
值。
當您選取 [基於報表的提示設定] 時，IBM Cognos Viewer 會使用報表中指定的提示。
當您選取 [永不顯示或僅當提供所需值時顯示報表] 時，IBM Cognos Viewer 會嘗試執行報表，但頁面
會保持隱藏，直至提供所需的提示值。
入口網站應
用程式通訊
選項 (提示
值)

使用提示報表時，會啟用同一頁面中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
如果選取 [與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 核選方塊，則將啟用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其他也選取了
此核選方塊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若要設定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請按一
下 [使用通路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並鍵入通路名稱。僅共享同一通路名稱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
交互。透過指定通路名稱，您可以更好地控制頁面。例如，您可以只連結具有相符參數的報表。
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sales_reports 或 AbC 是
有效的通路名稱。

向下逐層分 在頁面包含基於維度塑型的資料來源的報表時，啟用向下逐層分析和向上逐層分析動作的共享。逐
析和向上逐 層分析動作所基於的項目必須存在於頁面中所有連結的報表中。
層分析
在某些情況下，建議不要共享逐層分析事件。例如，同時進行逐層分析請求可能對效能產生負面影
響。
如果選取 [與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 核選方塊，則將啟用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其他也選取了
此核選方塊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若要設定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請按一
下 [使用通路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並鍵入通路名稱。僅共享通路名稱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交互。
透過指定通路名稱，您可以更好地控制頁面。例如，您可以只連結具有相符參數的報表。
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sales_reports 或 AbC。
基於報表逐 在頁面包含具有已編寫的逐層分析路徑的報表時，啟用逐層分析動作的共享。
層分析
您必須選取 [與頁面上的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 核選方塊，並在提供的方塊中鍵入通路名稱。
僅共享通路名稱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交互。
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sales_reports 或 AbC 是
有效的通路名稱。
視圖選項
(顯示工具
列)

指定是否應在一般視圖或最大化的視圖中顯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工具列。工具列包含編輯按鈕、說
明按鈕和重新整理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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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gnos Viewer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在入口網站中檢視已公佈的 IBM® Cognos® 報表及其他項目並與它們進
行交互。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附註
●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iView。本文件可能將 iView 稱為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

●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本文件可能將
Web 組件稱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如果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項目名稱。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附註：標題不會顯示在 WebSphere®、WCI 和 SAP 入口網站中。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項目

指定要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顯示項目 (例如報表) 的位置。
您可以搜尋資料夾以尋找項目。

通路

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其它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啟用通訊。
若要設定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請為要進行交互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鍵入同一
通路名稱。
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Cognos、Cognos_
Portlets 或 CognosPortlet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指定報表執行選項。您可以選擇顯示最新儲存的報表輸出、顯示使用者可以啟動或執行報表
動作
的執行選項按鈕。
顯示工具列

指定是否在一般或最大化的視圖中顯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工具列。這僅適用於報表。
附註：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不提供最大化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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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以像素表示的入口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寬度 (以像素表示)。
網站應用程式寬度 如果報表影像大於此設定，則檢視報表時將顯示捲動列。
以像素表示的入口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高度 (以像素表示)。
網站應用程式高度 如果報表大於此設定，則檢視報表時將顯示捲動列。
不等待此入口網站 關閉時，指定頁面等待內容顯示。啟用時，指定頁面不等待內容顯示。
應用程式顯示頁面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檢視使用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建立的自訂應用程式
並與它們進行交互。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附註
●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iView。本文件可能將 iView 稱為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

●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本文件可能將
Web 組件稱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應用程式

指定要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顯示的應用程式。

選項

某些延伸應用程式包括可以配的應用程式參數。這些參數影響應用程式的執行方式。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將績效計量資料新增至頁面。計量資料在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中建立。
您可以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配置為顯示不同類型的計量資料清單，例如監視清單、職能清單、計
分卡清單或策略清單。但是，如果頁面中的 IBM Cognos 自訂圖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使用同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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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則可能不會顯示配置的計量資料清單。而會顯示 IBM Cognos 自訂圖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策
略計量資料清單。若要查看配置的計量資料清單，請按一下 [返回預設項目]。
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具有交互性。按一下計量資料名稱時，使用相同通路的 IBM Cognos 歷程記錄
圖表和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會自動更新。如果將指標放置在計量資料圖示
上，則將顯示工具提示，此工具提示顯示了與該計量資料相關聯的歷程記錄圖表。按一下箭頭按
鈕
時，會在 Metric Studio 中開啟計量資料。如果將指標放置在計量資料或策略的附註圖示上，
則工具提示將顯示最新的附註。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附註
●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iView。本文件可能將 iView 稱為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

●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本文件可能將
Web 組件稱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您可以使用預設計量資料清單名稱，或鍵入新名稱。如果未指定標
題，將使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名稱。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附註：標題不會顯示在 WebSphere®、WCI 和 SAP 入口網站中。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在內容區域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區域顯示標題。
中顯示標題 此選項在入口網站未顯示標題列時非常有用。
計量資料套 指定包含計量資料的計量資料套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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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清單類型

用於將績效計量資料新增至頁面。您可以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以顯示以下類型的計量資料清單：
監視清單

●

包含使用者要密切監控的計量資料。
職能清單

●

包含使用者擁有的計量資料。
計分卡計量資料清單

●

包含計分卡中所包括的計量資料。
策略計量資料清單

●

包含與策略相關聯的計量資料。計量資料可以由指定計分卡篩選。
若要選取計分卡，請使用 [套用計分卡篩選器] 核選方塊。如果沒有選取計分卡，則將顯示策略
中的所有計量資料。
入口網站應 啟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其他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
用程式通訊 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
選項
如果選取 [與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 核選方塊，則將啟用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其他也選取了
此核選方塊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若要設定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請按一
下 [使用通路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並鍵入通路名稱。僅共享同一通路名稱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
交互。
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sales_reports 或 AbC 是
有效的通路名稱。
項目數

指定顯示在清單中的最大計量資料數。
對於策略計量資料清單以及在啟用分組的情況下檢視的清單，將忽略此值。有效範圍為從 1 到 1000。

TM1 Cube Viewer
下表列出了 TM1® Cube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

性質

說明

識別 TM1 TM1 資料來源清單中提供了其連線資訊已在 IBM® Cognos® 8 資料來源連線中配置的 TM1 資料來源。
若要選取預先配置的 TM1 資料來源，請按一下 [選擇 TM1 資料來源]，並從 [資料來源] 清單中選取一
個 TM1 資料來源。
若要選取未在 IBM Cognos 8 資料來源連線中配置的既有 TM1 資料來源，請按一下 [輸入 TM1 主機名
稱和伺服器名稱]。管理主機名稱是執行 IBM Cognos TM1 Admin Server 的電腦的名稱。為 [管理主機]
鍵入該電腦的可存取網址。為 [伺服器名稱] 鍵入 TM1 伺服器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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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識別 Cube 按一下 [選取 CubeView]，然後按一下 [選取項目] 以瀏覽到所需的 Cube 並選取它。
View
也可以按一下 [鍵入Cube 名稱和視圖名稱]。輸入 Cube 名稱和視圖名稱以識別該 CubeView。接下來，
按一下 [公共] 或 [私人] 以識別視圖的狀態。
協定選取 如果 TM1 Web 伺服器使用 SSL，請選取 [使用安全通訊端協定]。
顯示選項 選取 [顯示工具列] 可在頁面上顯示工具列。
選取 [自動重新計算] 可在發生變更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回應來自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事件時自動
更新頁面上的值。
選取 [顯示標籤] 可在頁面上顯示標籤。
選取 [顯示維度的標題] 可在頁面上顯示與維度關聯的標題。
圖表選項 從 [顯示模式] 清單中選取 [僅圖表]、[僅格線] 或 [格線和圖表]。選取 [3D] 可將圖表顯示為三維圖。選
取 [圖例] 可顯示與顯示模式對應的圖例。
從 [圖表類型] 清單中選取圖表類型。
從 [圖表色盤] 清單中選取一個色盤。
回呼選項 選取 [監聽導覽檢視器] 可啟用自導覽檢視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通訊。
選取 [監聽 Cube 檢視器] 可啟用自 Cube 檢視器的通訊。
若要設定 TM1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請為要進行交互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鍵入相同的通路
名稱。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將監聽在 [監聽通路] 中指定的通路，並且會將資訊傳送至在 [傳
送至通路] 中指定的通路。
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Cognos、Cognos_Portlets
或 CognosPortlets 有效。
檢視選項 從 [語言] 清單中選取語言。
如果為入口網站選擇了用於顯示標題的選項，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將預設為檢視器的名稱。若要
自訂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請在 [標題] 中輸入名稱。
若要變更頁面的高度，請在 [高度 (像素)] 中輸入值。

TM1 Navigation Viewer
下表列出了 TM1® Navigation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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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識別
TM1

TM1 資料來源清單中提供了其連線資訊已在 IBM® Cognos® 8 資料來源連線中配置的 TM1 資料來源。若
要選取預先配置的 TM1 資料來源，請按一下 [選擇 TM1 資料來源]，並從 [資料來源] 清單中選取 TM1
資料來源。
若要選取未在 IBM® Cognos® 8 資料來源連線中配置的既有 TM1 資料來源，請按一下 [輸入 TM1 主機名
稱和伺服器名稱]。管理主機名稱是執行 IBM Cognos TM1 Admin Server 的電腦的名稱。為 [管理主機] 鍵
入該電腦的可存取網址。為 [伺服器名稱] 鍵入 TM1 伺服器的名稱。

協定選取 如果 TM1 Web 伺服器使用 SSL，請選取 [使用安全通訊端協定]。
顯示選項 選取 [顯示工具列] 可在頁面上顯示工具列。
回呼選項 若要將資訊傳送給其他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請在 [傳送至通路] 中輸入通路名稱以指示目標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
Cognos、Cognos_Portlets 或 CognosPortlets 有效。
檢視選項 從 [語言] 清單中選取語言。
如果為入口網站選擇了用於顯示標題的選項，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將預設為檢視器的名稱。若要
自訂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請在 [標題] 中輸入名稱。
若要變更頁面的高度，請在 [高度 (像素)] 中輸入值。

TM1 Websheet Viewer
下表列出了 TM1® Websheet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

性質

說明

識別 TM1 TM1 資料來源清單中提供了其連線資訊已在 IBM® Cognos® 8 資料來源連線中配置的 TM1 資料來源。
若要選取預先配置的 TM1 資料來源，請按一下 [選擇 TM1 資料來源]，並從 [資料來源] 清單中選取
TM1 資料來源。
若要選取未在 IBM® Cognos® 8 資料來源連線中配置的既有 TM1 資料來源，請按一下 [輸入 TM1 主機
名稱和伺服器名稱]。管理主機名稱是執行 IBM Cognos TM1 Admin Server 的電腦的名稱。為 [管理主機]
鍵入該電腦的可存取網址。為 [伺服器名稱] 鍵入 TM1 伺服器的名稱。
識別
Websheet

按一下 [選取 Websheet]，然後按一下 [選取項目] 以瀏覽到所需的 Web 工作表並選取它。
按一下 [輸入至 Websheet 的路徑] 並在 [Websheet 路徑] 中輸入該 Websheet 的完整路徑。

協定選取 如果 TM1 Web 伺服器使用 SSL，請選取 [使用安全通訊端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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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顯示選項 選取 [顯示工具列] 可在頁面上顯示工具列。
選取 [自動重新計算] 可在發生變更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回應來自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事件時自動
更新頁面上的值。
選取 [顯示標籤] 可在頁面上顯示標籤。
回呼選項 從 [語言] 清單中選取語言。
如果為入口網站選擇了用於顯示標題的選項，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將預設為檢視器的名稱。若要
自訂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請在 [標題] 中輸入名稱。
若要變更頁面的高度，請在 [高度 (像素)] 中輸入值。
檢視選項 從 [語言] 清單中選取語言。
若要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上顯示標題，請在 [標題] 中輸入名稱。
若要變更頁面的高度，請在 [高度 (像素)] 中輸入值。

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將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圖表新增至頁面。歷程記錄圖表是計量資料歷
史情況的圖形化展示。
在其他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按一下計量資料名稱時，此入口網站應用
程式中的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圖表會自動更新 (如果這些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使用相同的通路)。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附註
●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iView。本文件可能將 iView 稱為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

●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本文件可能將
Web 組件稱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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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
如果要將與歷程記錄圖表關聯的計量資料的名稱用作標題，請選取 [使用項目名稱] 核選方塊。如果
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名稱。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附註：標題不會顯示在 WebSphere®、WCI 和 SAP 入口網站中。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在內容區域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區域顯示標題。
中顯示標題 此選項在入口網站未顯示標題列時非常有用。
入口網站應 啟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其他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
用程式通訊 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
選項
如果選取 [與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 核選方塊，則將啟用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其他也選取了
此核選方塊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若要設定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請按一
下 [使用通路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並鍵入通路名稱。僅共享同一通路名稱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
交互。
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sales_reports 或 AbC 是
有效的通路名稱。
影像寬度

指定影像寬度 (以像素表示)。範圍為從 350 到 1000 像素。

影像高度

指定影像高度 (以像素表示)。範圍為從 100 到 1000 像素。

IBM Cognos 影響圖表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顯示與計量資料相關聯的影響圖表。
在 IBM® Cognos® 自訂圖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或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按
一下計量資料時，與此計量資料相關聯的影響圖表將會顯示在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您可以從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左上角的下拉功能表中選取其它圖表。
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圖表具有交互性。按一下計量資料名稱時，使用相同通路的 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和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會自動更新。如果將指標放置在計量
資料圖示上，則將顯示工具提示，此工具提示顯示了與該計量資料相關聯的歷程記錄圖表和最新
的資料值。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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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iView。本文件可能將 iView 稱為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

●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本文件可能將
Web 組件稱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
如果要將與影響圖標關聯的計量資料的名稱用作標題，請選取 [使用項目名稱] 核選方塊。如果未指
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名稱。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附註：標題不會顯示在 WebSphere®、WCI 和 SAP 入口網站中。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在內容區域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區域顯示標題。
中顯示標題 此選項在入口網站未顯示標題列時非常有用。
入口網站應 啟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其他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
用程式通訊 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
選項
如果選取 [與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 核選方塊，則將啟用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其他也選取了
此核選方塊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若要設定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請按一
下 [使用通路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並鍵入通路名稱。僅共享同一通路名稱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
交互。
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sales_reports 或 AbC 是
有效的通路名稱。
影像寬度

指定影像寬度 (以像素表示)。範圍為從 100 到 2000 像素。

影像高度

指定影像高度 (以像素表示)。範圍為從 100 到 2000 像素。

IBM Cognos 自訂圖表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顯示與計分卡相關聯的自訂圖表。
您可以配置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以顯示與計分卡相關聯的預設圖表。您可以從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左上角的下拉功能表中選取其它圖表。
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圖表具有交互性。按一下計量資料名稱時，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
IBM Cognos 影響圖表和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會更新。如果將指標放置在計
量資料圖示上，則將顯示工具提示，此工具提示顯示了與該計量資料相關聯的歷程記錄圖表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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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資料值。一下策略元素時，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將更新。如果
將指標放置在策略元素上，則將顯示工具提示，此工具提示顯示了計量資料摘要計數。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附註
●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iView。本文件可能將 iView 稱為入口網
站應用程式。

●

在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被稱為 Web 組件。本文件可能將
Web 組件稱為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
如果要將計分卡名稱用作標題，請選取 [使用項目名稱] 核選方塊。如果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名稱。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附註：標題不會顯示在 WebSphere®、WCI 和 SAP 入口網站中。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在內容區域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內容區域顯示標題。
中顯示標題 此選項在入口網站未顯示標題列時非常有用。
計量資料套 指定包含計分卡的計量資料套件。
件
計分卡

指定與配置的計量資料套件相關聯的計分卡。

入口網站應 啟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和其他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入
用程式通訊 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
選項
如果選取 [與其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通訊] 核選方塊，則將啟用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其他也選取了
此核選方塊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若要設定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請按一
下 [使用通路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並鍵入通路名稱。僅共享同一通路名稱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
交互。
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sales_reports 或 AbC 是
有效的通路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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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影像寬度

指定影像寬度 (以像素表示)。範圍為從 100 到 2000 像素。

影像高度

指定影像高度 (以像素表示)。範圍為從 100 到 2000 像素。

書籤檢視器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在頁面中註冊和顯示有效的網頁連結。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如果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名稱書籤檢視器。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書籤

指定要註冊的網頁的 URL 位址。您可以在 URL 旁邊鍵入別名。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將顯示該別名，
而不是 URL。
若要為新的 URL 新增方塊，請按一下 [加入書籤行]。若要刪除 URL，請選取相關聯的核選方塊然後
按一下 [刪除]。

開啟連結 指定開啟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連結的方式。您可以
●

在新瀏器視窗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這是預設選項

●

在目前開啟的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

在目標瀏覽器視窗或框架中開啟連結的項目。
在提供的文字方塊中鍵入視窗或框架的名稱。

●

在 HTML 檢視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鍵入在 HTML 檢視器中指定的通路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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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檢視器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將任意網頁插入到頁面中。網頁由 URL 位址指定。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如果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網頁 URL 位址。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HTML 內容

指定要插入到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的網頁的 URL 位址。

通路名稱

啟用該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與頁面中其他 IBM® Cognos® 公用程式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使用預設的空通路進行通訊。若要設定特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
訊，請為要進行交互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鍵入同一通路名稱。
通路名稱只能包含字母、數字和底線 (_) 字元，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例如，Cognos、Cognos_
Portlets 或 CognosPortlets。

以像素表示的入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高度 (以像素表示)。
口網站應用程式 如果報表影像大於此設定，則檢視報表時將顯示捲動列。
高度

影像檢視器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將影像插入到頁面中。影像必須為可以透過 URL 位址存取的單一檔
案。影像也可以用作連結。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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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如果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影像 URL 位址。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影像

指定影像的位置。
鍵入相關聯的 URL 位址。

目標 URL 指定在其中顯示指向影像的連結或影像的網頁。
鍵入相應的 URL 位址。
開啟連結 指定開啟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連結的方式。您可以
●

在新瀏器視窗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這是預設選項

●

在目前開啟的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

在目標瀏覽器視窗或框架中開啟連結的項目。
在提供的文字方塊中鍵入視窗或框架的名稱

●

在 HTML 檢視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鍵入在 HTML 檢視器中指定的通路名稱。

影像大小 指定影像的大小。
您可以保持影像的原始大小，也可以透過變更影像的高度和寬度自訂影像。您還可以並排影像。

RSS 檢視器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顯示由 URL 位址指定的 Real Simple Syndication (RSS) 1.0 或 2.0 新聞
供稿系統的內容。RSS 是用於聯合新聞的格式，並且被許多網站用來公佈經常更新的內容。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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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如果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網頁 URL 位址。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URL

指定識別 RSS 通路供稿的 URL 位址。
RSS 通路包括指向特定網頁的連結清單。連結可能包括標題和對被連結內容的簡短說明。

要展現的功 指定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項目的顯示方式。
能
使用 [顯示明細] 選項可以包括項目的說明。
使用 [顯示 RSS 通路簽名] 選項可以包括與項目相關聯的影像，例如標誌。
使用 [替用背景] 選項可以透過不同的背景色彩將較長清單中的項目分隔開，從而使項目更易閱讀。
開啟連結

指定開啟 RSS 檢視器中連結的方式。您可以
●

在新瀏器視窗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這是預設選項。

●

在目前開啟的瀏覽器視窗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

在目標瀏覽器視窗或框架中開啟連結的項目。
在提供的文字方塊中鍵入視窗或框架的名稱。

●

在 HTML 檢視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開啟和瀏覽連結的項目。
鍵入在 HTML 檢視器中指定的通路名稱。

最多顯示項 指定要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顯示的最大 URL 數。
目

HTML 來源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將自訂文字和影像插入至頁面。
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將使用者鍵入的 Freeform HTML 代碼新增至頁面。為了安全起見，不支
援可能引起跨站指令碼威脅或破壞頁面完整性的 HTML 標記。請注意，使用 HTML 來源入口網站
應用程式可能會讓您的環境受到惡意代碼的攻擊，並會帶來其他安全性風險。
如果執行新的資料庫，依預設會關閉 HTML 來源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如果您使用 Cognos Administration 手動刪除或透過 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er Kit 刪除包含的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製作工具，則伺服器重新啟動時，會重新建立 HTML 來源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以
及其他已刪除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但其將處於關閉狀態。
如果您匯入整個 Content Store，則 HTML 來源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狀態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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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增了無效的 HTML 代碼，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能無法成功顯示該代碼。在這種情況下，
您可能需要從頁面中刪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然後重新開始。如需有關受支援標記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本小節中的表格。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下表顯示了用於配置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如果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網頁 URL 位址。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HTML
代碼

指定要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檢視模式中顯示的 HTML 代碼。代碼可以使用所支援的任何語言表示。
鍵入包含以下各項的有效 HTML 代碼：
●

支援的 HTML 標記
不支援以下標記：
●

<BODY>、</BODY>、<FORM>、</FORM>、<HTML>、</HTML>
將篩選這些標記，並將其從代碼中移除。

●

<HEAD>、</HEAD>、<FRAMESET>、</FRAMESET>、<FRAME>、</FRAME>
將篩選這些標記，並從包括開始標記和結束標記之間內容的代碼中移除。

●

<script>
不支援 JavaScript™。

●

支援的用於標記的屬性

●

相符的開始標記和結束標記
請確保所有開始標記都具有與之相符的結束標記。如果開始標記和結束標記不相符，將移除缺少的
標記，但是將保持內容。

●

對影像和外部資源 (例如 CSS 檔案) 的參考中的絕對 URL
URL 必須包括伺服器名稱。不支援相對 URL。

附註：您必須對 [樣式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安全功能具有所需的權限才能存取此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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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頁
使用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可以建立具有多個標籤的儀表板。
若要修改此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請按一下 [編輯] 按鈕
按鈕已關閉或不可見，則表示管理員不為您提供這些設定。

，以開啟性質頁面。如果 [編輯]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性質頁面中，若要重設預設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或返回由您的管理員指
定的設定，請按一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題列中的 [重設] 按鈕
變更，請按一下 [返回] 按鈕

。若要離開性質頁面而不儲存

或者按一下 [取消]。

下表顯示了您可以變更的性質。

性質

說明

標題

指定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標題。如果未指定標題，依預設將使用網頁 URL 位址。
您可以為所支援的每種語言版本的產品指定標題。

語言

指定顯示標題所使用的產品語言版本。您可以對同一標題指定多個語言版本。

頁面的來源資料夾 在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標籤的項目所在的公共資料夾中指定資料夾或套件。項目可能為頁面、
報表、捷徑、資料夾等。
顯示樣式

指定標籤在儀表板中的顯示方式：在頁面頂部水平顯示或在頁面左側垂直顯示。

在標籤中顯示圖示 在每個標籤中顯示表示項目類型的圖示。例如，如果項目為捷徑，則捷徑圖示會包括在標籤
中。
垂直標籤寬度
顯示標籤功能表

報表的最大高度

指定垂直標籤的預設寬度 (以像素表示)。
指定是否在頁面頂部、左側顯示標籤功能表按鈕
以及對頁面標籤重新排序和編輯頁面。

。標籤功能表用於新增、刪除頁面標籤

指定內容 (例如報表) 顯示在 iFrame 中時，所選標籤的頁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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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使用資料來源連結時，您還可以新增或編輯資料來源指令。
當查詢引擎對資料庫執行特定動作 (例如開啟連線或關閉使用者工作階段) 時，將執行資料來源指
令。例如，您可以使用資料來源指令設定 Oracle 代理連線或虛擬私人資料庫。 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將 IBM Cognos 內容傳遞至資料庫"(第205頁)。
資料來源指令區塊是用於指定資料庫應該執行的指令的 XML 文件。
該文件包含有關定義指令區塊的 XML 綱要中每個元素的參考材料。
在每個元素的說明之後，有單獨的部分介紹
●

元素可以或必須具有的子元素

●

可以包含元素的母元素

還有顯示如何在指令區塊中使用元素的代碼範例。

元素模型群組
每個元素的子項清單顯示為 DTD 模型群組，並且將元素以其必須出現的順序列出。使用了以下標
準記數法。

符號

意義

加號 (+)

前面元素可以重複多次，但是必須至少出現一次。

問號 (?)

前面元素為可選。它可能不出現，也可能正好出現一次。

星號 (*)

元素後面的星號 (*) 指定該元素為可選。它可能不出現，也可能出現多次。

無

如果某個元素後面沒有加號 (+)、問號 (?) 或星號 (*)，則該元素必須僅出現一
次。

圓括號

圓括號群組元素。使用與元素相同的符號控制元素群組。

垂直線 (|)

元素之間的垂直線 (|) 指定所列出元素的其中之一必須存在。

逗號 (,)

逗號所分隔的元素必須以指定的順序存在。

commandBlock
定義特定事件發生時資料庫執行的一組指令。此為綱要的根元素。

commandBlock 元素的子元素
(commands)+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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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Block 元素的母元素
commandBlock 元素沒有母元素。

commands
指定資料庫執行的指令集。指令以在 commandBlock 中顯示的順序執行。

commands 範例代碼
以下是如何在 commandBlock 中使用該元素的範例。
<commandBlock>
<commands>
<sessionStartCommand>
<arguments>
<argument>
<name>OCI_ATTR_USERNAME</name>
<value>PROXY_USER1</value>
</argument>
</arguments>
</sessionStart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commands 元素的子元素
(sessionStartCommand|sessionEndCommand|setCommand|sqlCommand)*

commands 元素的母元素
commandBlock

sessionStartCommand
定義用於在資料庫中開始代理工作階段的指令。
每個 commandBlock 應當僅有一個 sessionStartCommand。如果 commandBlock 包含多個
sessionStartCommand，則將僅使用最後一個來建立代理工作階段。

sessionStartCommand 範例代碼
以下是如何在 commandBlock 中使用該元素的範例。
<commandBlock>
<commands>
<sessionStartCommand>
<arguments>
<argument>
<name>OCI_ATTR_USERNAME</name>
<value>PROXY_USER1</value>
</argument>
<argument>
<name>OCI_ATTR_PASSWORD</name>
<value>password1</value>
</argument>
</arguments>
</sessionStartCommand>
</commands>

sessionStartCommand 元素的子元素
(arguments)?

sessionStartCommand 元素的母元素
commands

sessionEndCommand
定義用於在資料庫中終止代理工作階段的指令。
如果未提供 sessionEndCommand，則將透過中斷與資料庫的連線來終止代理工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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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EndCommand 範例代碼
以下是如何在 commandBlock 中使用該元素的範例。
<commandBlock>
<commands>
<sessionEndCommand>
</sessionEnd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arguments/>

sessionEndCommand 元素的子元素
(arguments)?

sessionEndCommand 元素的母元素
commands

arguments
指定要與指令一起使用的引數值。

arguments 範例代碼
以下是如何在 commandBlock 中使用該元素的範例。
<commandBlock>
<commands>
<sessionEndCommand>
</sessionEnd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arguments/>

arguments 元素的子元素
(argument)*

arguments 元素的母元素
●

sessionStart

●

sessionEnd

argument
定義呼叫資料庫 API 的引數值。

argument 範例代碼
以下是如何在 commandBlock 中使用該元素的範例。
<commandBlock>
<commands>
<sessionStartCommand>
<arguments>
<argument>
<name>OCI_ATTR_USERNAME</name>
<value>PROXY_USER1</value>
</argument>
<argument>
<name>OCI_ATTR_PASSWORD</name>
<value>password1</value>
</argument>
</arguments>
</sessionStart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argument 元素的子元素
(name, value)

argument 元素的母元素
●

arg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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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ommand
該元素被保留以備將來使用。

sqlCommand
定義表示由資料庫執行的原生 SQL 敘述的指令。

sqlCommand 範例代碼
以下是如何在 commandBlock 中使用該元素的範例。
<commandBlock>
<commands>
<sqlCommand>
<sql> BEGIN PKG1.STORED_PROC1; END; </sql>
</sql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sqlCommand 元素的子元素
(sql)

sqlCommand 元素的母元素
commands

sql
為資料庫指定要執行的 SQL 敘述。SQL 敘述必須在原生 SQL 中。

sql 範例代碼
以下是如何在 commandBlock 中使用該元素的範例。
<commandBlock>
<commands>
<sqlCommand>
<sql> BEGIN PKG1.STORED_PROC1; END; </sql>
</sql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sql 元素的子元素
sql 元素沒有子元素。

sql 元素的母元素
sqlCommand

名稱
識別要設定的引數。
name 元素的值必須為以下其中之一：
●

OCI_ATTR_USERNAME

●

OCI_ATTR_PASSWORD

name 範例代碼
以下是如何在 commandBlock 中使用該元素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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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Block>
<commands>
<sessionStartCommand>
<arguments>
<argument>
<name>OCI_ATTR_USERNAME</name>
<value>PROXY_USER1</value>
</argument>
</arguments>
</sessionStart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name 元素的子元素
name 元素沒有子元素。

name 元素的母元素
●

argument

●

setCommand

值
指定用於引數的值。

value 範例代碼
以下是如何在 commandBlock 中使用該元素的範例。
<commandBlock>
<commands>
<sessionStartCommand>
<arguments>
<argument>
<name>OCI_ATTR_USERNAME</name>
<value>PROXY_USER1</value>
</argument>
</arguments/>
</sessionStartCommand>
</commands> </commandBlock>

value 元素的子元素
value 元素沒有子元素。

value 元素的母元素
●

argument

●

set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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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G：記錄訊息的資料概要
如果將 IBM® Cognos® 軟體配置為將記錄訊息傳送到資料庫 (第91頁)，則在啟動 IBM Cognos 服務
時將自動建立表格以及每個表格中的欄。
若要避免與資料庫關鍵字的名稱衝突，記錄資料庫中的所有欄名稱均應包含前綴「COGIPF」。如
果您從 ReportNet 1.1 MR1 或 MR2 升級到 IBM Cognos Business Intelligence 10.1 版，則前綴已存在於
記錄資料庫中，您不需要進行任何變更。但是，如果您從低於 ReportNet® 1.1 MR1 的版本進行升
級，以便繼續使用基於舊版本中的範例模型的報表，您必須更新稽核中繼資料套件，以反映新的
欄名稱。您可以執行以下任一作業：
●

重新匯入樣本部署檔案庫

●

使用樣本模型重新公佈套件

如果您已建立自己的記錄資料庫模型，則必須將前綴「COGIPF」新增至模型中記錄資料庫表的欄
名稱。

表格定義
記錄訊息已在某些條件下記錄在記錄資料庫的表格中。這些條件取決於您在 Web 入口網站中配置
的記錄層級。如需有關記錄層級的資訊，請參閱"記錄訊息"(第92頁)。
使用者登入 IBM® Cognos® 軟體時，系統會指定一個工作階段 ID 並將其記錄在所有記錄訊息中。
您可以使用工作階段 ID 來標識由使用者執行的所有動作。
下表描述了在記錄資料庫中建立的資料庫表格定義，包含相關聯的欄定義的交叉參考。

表格名稱

說明

COGIPF_ACTION (第792頁)

儲存有關在物件上所執行的作業的資訊

COGIPF_AGENTBUILD (第792
頁)

儲存有關代理程式郵件傳送的資訊

COGIPF_AGENTRUN (第794頁) 儲存有關包括任務和傳送在內的代理程式作業的資訊
COGIPF_
儲存有關註解服務作業的稽核資訊
ANNOTATIONSERVICE (第795
頁)
COGIPF_EDITQUERY (第796頁) 儲存有關查詢執行的資訊
COGIPF_HUMANTASKSERVICE 儲存有關人力任務服務作業 (任務和相應的任務狀態) 的稽核資
(第797頁)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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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名稱

說明

COGIPF_HUMANTASKSERVICE 儲存有關人力任務服務作業的其他明細 (不是每個稽核項目都必
_DETAIL (第799頁)
需的明細，例如通知明細和人力角色明細)
COGIPF_NATIVEQUERY (第800 儲存有關 IBM Cognos 軟體對其他元件所進行的查詢的資訊
頁)
COGIPF_PARAMETER (第801頁) 儲存由元件記錄的參數資訊
COGIPF_RUNJOB (第802頁)

儲存有關工作執的資訊

COGIPF_RUNJOBSTEP (第803頁) 儲存有關工作步驟執行的資訊
COGIPF_RUNREPORT (第804頁) 儲存有關報表執行的資訊
COGIPF_THRESHOLD _
VIOLATIONS (第805頁)

儲存有關系統計量資料的閾值違規的資訊

COGIPF_USERLOGON (第807頁) 儲存使用者登入和登出資訊
COGIPF_VIEWREPORT (第808
頁)

儲存有關報表視圖請求的資訊

表格交互
下圖中顯示表格交互的範例。您的稽核範例可能因您的需求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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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GIPF_ACTION

COGIPF_NATIVEQUERY

COGIPF_VIEWREPORT

COGIPF_AGENTBUILD

COGIPF_AGENTRUN

COGIPF_PARAMETER

COGIPF_RUNREPORT

COGIPF_USERLOGON

COGIPF_RUNJOB

(2)

COGIPF_RUNJOBSTEP

COGIPF_EDITQUERY
1.

與以下物件的交互
COGIPF_PARAMETER 為
COGIPF_REQUESTID=
COGIPF_REQUESTID
與以下物件的交互
COGIPF_USERLOGON 為
COGIPF_SESSIONID=
COGIPF_SESSIONID

2.

COGIPF_REQUESTID=
COGIPF_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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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IPF_ACTION 表格
COGIPF_ACTION 表格包含以下欄。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HOST_ 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 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LOCAL 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COGIPF_TIMEZONE_ 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空) VARCHAR(255)

COGIPF_ SUBREQUESTID

元件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THREADID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COMPONENTID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名稱

VARCHAR(64)

COGIPF_ BUILDNUMB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INTEGER

COGIPF_ LOG_LEVEL

指令的層級

INTEGER

COGIPF_ OPERATION

在物件上所執行的動作

VARCHAR(255)

COGIPF_ TARGET_TYPE

在其上執行作業的物件

VARCHAR(255)

COGIPF_ TARGET_PATH

目標物件路徑

VARCHAR(1024)

COGIPF_STATUS

作業的狀態：空白 (如果執行尚未完成)、成功、警告或 VARCHAR(255)
失敗

COGIPF_ ERRORDETAILS

錯誤明細

COGIPF_AGENTBUILD 表格
COGIPF_AGENTBUILD 表格包含以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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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HOST_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COGIPF_TIMEZONE_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
空)

VARCHAR(255)

COGIPF_ SUBREQUESTID

元件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THREADID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COMPONENTID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名稱

VARCHAR(64)

COGIPF_BUILD NUMB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INTEGER

COGIPF_LOG_LEVEL

指令的層級

INTEGER

COGIPF_OPERATION

作業

VARCHAR(128)

COGIPF_ TARGET_TYPE

在其上執行作業的物件

VARCHAR(255)

COGIPF_TARGET_ NAME

目標名稱

VARCHAR(512)

COGIPF_ TARGET_PATH

目標路徑

VARCHAR(1024)

COGIPF_STATUS

作業的狀態：空白、成功、警告或失敗

VARCHAR(255)

COGIPF_ ERRORDETAILS

錯誤明細

VARCHAR(2000)

COGIPF_AGENT_ PATH

代理程式名稱

VARCHAR(1024)

COGIPF_ SCHEDULETIME

目標時間表時間

INTEGER

COGIPF_USER

建立代理程式的使用者

VARCHAR(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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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EMAIL

電子郵件位址

VARCHAR(512)

COGIPF_AGENTRUN 表格
COGIPF_AGENTRUN 表格包含以下欄。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HOST_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COGIPF_TIMEZONE_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
空)

VARCHAR(255)

COGIPF_ SUBREQUESTID

元件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THREADID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COMPONENTID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名稱

VARCHAR(64)

COGIPF_BUILD NUMB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INTEGER

COGIPF_LOG_LEVEL

指令的層級

INTEGER

COGIPF_OPERATION

作業

VARCHAR(128)

COGIPF_ TARGET_TYPE

在其上執行作業的物件

VARCHAR(255)

COGIPF_ TARGET_PATH

目標路徑

VARCHAR(1024)

COGIPF_STATUS

作業的狀態：空白、成功、警告或失敗

VARCHAR(255)

COGIPF_ ERROR_DETAILS

錯誤明細

VARCHA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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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AGENTPATH

代理程式名稱

VARCHAR(1024)

COGIPF_ SCHEDULETIME

目標時間表時間

INTEGER

COGIPF_TARGET_ NAME

目標名稱

VARCHAR(512)

COGIPF_USER

建立代理程式的使用者

VARCHAR(512)

COGIPF_EMAIL

電子郵件位址

VARCHAR(512)

COGIPF_MESSAGEID

訊息的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ANNOTATIONSERVICE 表格
COGIPF_ANNOTATIONSERVICE 表格包含以下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效能計量資料"(第103
頁)。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HOST_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COGIPF_TIMEZONE_
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空)

VARCHAR(255)

COGIPF_SUBREQUESTID 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THREADID

VARCHAR(255)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COGIPF_ COMPONENTID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名稱

VARCHAR(64)

COGIPF_BUILDNUMBER

INTEG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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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LOG_LEVEL

指令的層級

INTEGER

COGIPF_OPERATION

在物件上所執行的動作

VARCHAR(255)

COGIPF_TARGET_TYPE

目標類型

VARCHAR(255)

COGIPF_ TARGET_PATH

物件路徑

VARCHAR(1024)

COGIPF_ ANNOTATION

註解的字母數字識別

BIGINT

COGIPF_USER

已執行註解相關作業 (例如，建立、更新或除) 的使用者之 VARCHAR(1024)
使用者 ID。

COGIPF_PARENT_ID

母物件的識別

VARCHAR(1024)

COGIPF_ CREATION_TIME 註解建立的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COGIPF_ UPDATE_TIME

TIMESTAMP

註解更新的日期和時間

COGIPF_EDITQUERY 表格
COGIPF_EDITQUERY 表格包含以下欄。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HOST_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報表執行時，此為報表執行的開始時間。報表執行完成
後，此為報表執行的結束時間。
若要檢查執行是否完成，請查看 COGIPF_STATUS。空
白項目表示執行未完成。填滿項目表示執行已完成。
若要計算已完成執行的報表的執行開始時間，請從
COGIPF_LOCALTIMESTAMP 減去 COGIPF_RUNTIME。
COGIPF_TIMEZONE_ 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VARCHAR(255)

796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附錄G：記錄訊息的資料概要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空) VARCHAR(255)

COGIPF_ SUBREQUESTID

元件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THREADID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COMPONENTID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名稱

VARCHAR(64)

COGIPF_ BUILDNUMB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INTEGER

COGIPF_LOG_LEVEL

指令的層級

INTEGER

COGIPF_ TARGET_TYPE

在其上執行作業的物件

VARCHAR(255)

COGIPF_ QUERYPATH

報表路徑

VARCHAR(1024)

COGIPF_STATUS

作業的狀態：空白、成功、警告或失敗

VARCHAR(255)

COGIPF_ ERRORDETAILS

錯誤明細

VARCHAR(2000)

COGIPF_RUNTIME

查詢執行所花費的毫秒數

INTEGER

COGIPF_ QUERYNAME

已查詢的報表的名稱

VARCHAR(512)

COGIPF_PACKAGE

與報表相關聯的套件

VARCHAR(1024)

COGIPF_MODEL

與報表相關聯的模型

VARCHAR(512)

COGIPF_HUMANTASKSERVICE 表格
COGIPF_HUMANTASKSERVICE 表格包含以下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效能計量資料"(第103
頁)。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HOST_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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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TIMEZONE_
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空)

VARCHAR(255)

COGIPF_SUBREQUESTID 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THREADID

VARCHAR(255)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COGIPF_ BUILDNUMB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INTEGER

COGIPF_ OPERATION

VARCHAR(128)

對物件執行的動作，例如新增、更新

COGIPF_TARGET_TYPE 目標類型

VARCHAR(255)

COGIPF_ TARGET_PATH 物件路徑

VARCHAR(1024)

COGIPF_STATUS

作業的狀態：空白 (如果執行尚未完成)、成功、警告或失敗

VARCHAR(50)

COGIPF_ LOGENTRYID

用於連結表格 COGIPF_HUMANTASKSERVICE 與 COGIPF_
HUMANTASKSERVICE _DETAIL 的主要索引鍵

VARCHAR (50) NOT
NULL

COGIPF_TASKID

任務識別

VARCHAR(50)

COGIPF_ TRANSACTION_ 所執行的特定於人力任務服務的作業，例如宣告、setPriority、get VARCHAR(255)
TYPE
TaskInfo、changeSubscription。
COGIPF_USER

已執行 COGIPF_TRANSACTION_TYPE 中的交易的使用者。

COGIPF_TASK_PRIORITY 任務的優先順序：
●

1=高

●

3=中

●

5=低

VARCHAR(255)
INTEGER

COGIPF_TASK_STATUS

任務的狀態：空白 (如果執行尚未完成)、成功、警告或失敗

VARCHAR(255)

COGIPF_TASK_
ACTIVATION_TIME

任務啟動所需的時間。

BIGINT

以長數字格式儲存在資料庫中的日期/時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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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TASK_
EXPIRATION_TIME

任務過期的日期和時間

BIGINT

COGIPF_TASK_NAME

任務的名稱

NTEXT

COGIPF_TASK_SUBJECT 任務的主題

NTEXT

COGIPF_TASK_
DESCRIPTION

任務的說明

NTEXT

COGIPF_TASK_
TIMEZONEID

任務的時區 ID

VARCHAR(50)

COGIPF_TASK_ ACTUAL_ 任務的所有人
OWNER

VARCHAR(255)

COGIPF_TASK_
INITIATOR

VARCHAR(255)

任務的啟動者 (建立者)

COGIPF_TASK_CLASS _ 任務在其中是一個實例的任務類別的名稱
NAME

VARCHAR(255)

COGIPF_TASK_ CLASS_ 在物件上所執行的動作
OPERATION

VARCHAR(255)

COGIPF_TASK_
COMMENT

VARCHAR(2048)

與任務相關的附註

COGIPF_HUMANTASKSERVICE_DETAIL 表格
COGIPF_HUMANTASKSERVICE_DETAIL 表格包含以下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效能計量
資料"(第103頁)。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HOST_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STEPID

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空)

VARCHAR(255)

COGIPF_SUBREQUESTID 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799

附錄G：記錄訊息的資料概要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TASKID

任務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50)

COGIPF_ LOGENTRYID

用於連結表格 COGIPF_HUMANTASKSERVICE 與 COGIPF_
HUMANTASKSERVICE _DETAIL 的主要索引鍵

VARCHAR (50) NOT
NULL

COGIPF_NOTIFICAT- ION_ 所傳送的關於任務的通知電子郵件的明細
DETAILS

NTEXT

COGIPF_ HUMANROLE_
USER

執行任務角色的使用者之使用者 ID

VARCHAR(255)

COGIPF_HUMANROLE_
ROLE

使用者的角色

與 COGIPF_HUMANROLE 組合，可定義使用者執行的任務角色
VARCHAR(50)

與 COGIPF_HUMAN_USER 組合，可定義使用者執行的任務角
色

COGIPF_SUBSCRIPTION_ 訂閱作業，例如訂閱或取消訂閱
OPERATION

VARCHAR(50)

COGIPF_SUBSCRIP- TION_ 使用者訂閱或取消訂閱的任務事件
EVENT

SMALLINT

COGIPF_SUBSCRIP- TION_ 訂閱或取消訂閱任務事件的使用者
USER

VARCHAR(255)

COGIPF_TASK_MESSAGE 任務訊息

NTEXT

COGIPF_TASK_
MESSAGE_TYPE

儲存在 COGIPF_TASK_MESSAGE 中的訊息類型

VARCHAR(20)

COGIPF_DETAIL_ID

明細記錄的序號

值可以是輸入、輸出或錯誤
VARCHAR (50) NOT
NULL

COGIPF_NATIVEQUERY 表格
COGIPF_NATIVEQUERY 表格包含以下欄。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HOST_ 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 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800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附錄G：記錄訊息的資料概要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COGIPF_TIMEZONE_ 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
空)

VARCHAR2 (255)

COGIPF_ SUBREQUESTID

元件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THREADID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COMPONENTID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名稱

VARCHAR(64)

COGIPF_ BUILDNUMB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INTEGER

COGIPF_LOG_LEVEL

指令的層級

INTEGER

COGIPF_ REQUESTSTRING

針對其他元件所做的查詢請求字串

NTEXT (1G)

COGIPF_PARAMETER 表格
COGIPF_PARAMETER 表格包含以下欄。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
空)

VARCHAR(255)

COGIPF_OPERATION

在物件上所執行的動作

VARCHAR(255)

COGIPF_TARGET_ TYPE

在其上執行作業的物件

VARCHAR(255)

COGIPF_ PARAMETER_
NAME

由元件記錄的參數名稱

VARCHAR(255)

COGIPF_ PARAMETER_
VALUE

由元件記錄的參數值

VARCHAR(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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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IPF_RUNJOB 表格
COGIPF_RUNJOB 表格包含以下欄。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HOST_ 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報表執行時，此為報表執行的開始時間。報表執行完成後，此
為報表執行的結束時間。
若要檢查執行是否完成，請查看 COGIPF_STATUS。空白項目表
示執行未完成。填滿項目表示執行已完成。
若要計算已完成執行的報表的執行開始時間，請從 COGIPF_
LOCALTIMESTAMP 減去 COGIPF_RUNTIME。
COGIPF_TIMEZONE_ 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空)

VARCHAR(255)

COGIPF_ SUBREQUESTID

元件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THREADID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COMPONENTID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名稱

VARCHAR(64)

COGIPF_ BUILDNUMB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INTEGER

COGIPF_LOG_LEVEL

指令的層級

INTEGER

COGIPF_ TARGET_TYPE

在其上執行作業的物件

VARCHAR(255)

COGIPF_JOBPATH

工作路徑

VARCHAR(512)

COGIPF_STATUS

作業的狀態：空白、成功、警告或失敗

VARCHAR(255)

COGIPF_ ERRORDETAILS

錯誤明細

VARCHA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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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RUNTIME

工作執行所花費的毫秒數

INTEGER

COGIPF_RUNJOBSTEP 表格
COGIPF_RUNJOBSTEP 表格包含以下欄。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HOST_ 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報表執行時，此為報表執行的開始時間。報表執行完成後，此
為報表執行的結束時間。
若要檢查執行是否完成，請查看 COGIPF_STATUS。空白項目表
示執行未完成。填滿項目表示執行已完成。
若要計算已完成執行的報表的執行開始時間，請從 COGIPF_
LOCALTIMESTAMP 減去 COGIPF_RUNTIME。
COGIPF_ TIMEZONE_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空)

VARCHAR(255)

COGIPF_ SUBREQUESTID

元件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THREADID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COMPONENTID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名稱

VARCHAR(64)

COGIPF_ BUILDNUMB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INTEGER

COGIPF_LOG_LEVEL

指令的層級

INTEGER

COGIPF_ TARGET_TYPE

在其上執行作業的物件

VARCHAR(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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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JOBSTEPPATH

工作步驟路徑

VARCHAR(512)

COGIPF_STATUS

作業的狀態：空白、成功、警告或失敗

VARCHAR(255)

COGIPF_ ERRORDETAILS

錯誤明細

VARCHAR(2000)

COGIPF_RUNTIME

工作步驟執行所花費的毫秒數

INTEGER

COGIPF_RUNREPORT 表格
COGIPF_RUNREPORT 表格包含以下欄。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HOST_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報表執行時，此為報表執行的開始時間。報表執行完成
後，此為報表執行的結束時間。
若要檢查執行是否完成，請查看 COGIPF_STATUS。空
白項目表示執行未完成。填滿項目表示執行已完成。
若要計算已完成執行的報表的執行開始時間，請從
COGIPF_LOCALTIMESTAMP 減去 COGIPF_RUNTIME。
COGIPF_TIMEZONE_ 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空) VARCHAR(255)

COGIPF_ SUBREQUESTID

元件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THREADID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COMPONENTID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名稱

VARCHAR(64)

COGIPF_ BUILDNUMB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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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LOG_LEVEL

指令的層級

INTEGER

COGIPF_ TARGET_TYPE

在其上執行作業的物件

VARCHAR(255)

值包括：
●

Report ReportService 是交互式報表

●

PromptForward ReportService 是提示後產生的報表

●

PromptBackward ReportService 是使用者移動到上一個
提示頁面後產生的報表

●

Report BatchReportService 是批次報表或已排程的執行
報表
附註：此欄的值由兩部分表示：執行的物件類型以
及用於執行報表的服務，例如「Report ReportService」
和「Query BatchReportService」。

COGIPF_ REPORTPATH

報表路徑

VARCHAR(1024)

COGIPF_STATUS

作業的狀態：空白、成功、警告或失敗

VARCHAR(255)

COGIPF_ ERRORDETAILS

錯誤明細

VARCHAR(2000)

COGIPF_RUNTIME

報表執行所花費的毫秒數

INTEGER

COGIPF_ REPORTNAME

已執行的報表的名稱

VARCHAR(512)

COGIPF_PACKAGE

與報表相關聯的套件

VARCHAR(1024)

COGIPF_MODEL

與報表相關聯的模型

VARCHAR(512)

COGIPF_THRESHOLD_VIOLATIONS 表格
COGIPF_THRESHOLD_VIOLATIONS 表格包含以下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效能計量資
料"(第103頁)。

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HOST_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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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TIMEZONE_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COMPONENTID

元件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64)

COGIPF_BUILDNUMBER

建置的字母數字識別

INTEGER

COGIPF_LOG_LEVEL

記錄層次。應永遠為 1，以確保閾值違規資訊可用。

INTEGER

COGIPF_ OPERATION

已超過計量資料的閾值

VARCHAR(128)

COGIPF_TARGET_TYPE

目標類型

VARCHAR(255)

COGIPF_ TARGETNAME

目標名稱

VARCHAR(512)

COGIPF_ TARGET_PATH

包含閾值管理員的 Dispatcher 的目標路徑

VARCHAR(1024)

COGIPF_RESOURCE_TYPE

超過閾值的資源類型

VARCHAR(128)

COGIPF_ RESOURCE_PATH

超過閾值的資源的路徑

VARCHAR(512)

COGIPF_METRIC_NAME

計量資料的名稱

VARCHAR(255)

COGIPF_ METRIC_VALUE

計量資料的值

VARCHAR(128)

COGIPF_METRIC_ HEALTH

計量資料的狀態：良好、一般或極差

VARCHAR(128)

COGIPF_LOWER_AVG_THRSHLD 一般閾值下限設定。

VARCHAR(128)

如果 COGIPF_LOWER_AVG_THRSHLD_XCL 為 1，則當
計量資料小於此閾值設定時，計量資料分數為一般。當
計量資料大於或等於此值時，計量資料分數為良好。
如果 COGIPF_LOWER_AVG_THRSHLD_XCL 為 0 (零)，
則當計量資料小於或等於此值時，計量資料分數為一般。
當計量資料大於此值時，計量資料分數為良好。
COGIPF_LOWER_AVG_
THRSHLD_EXCL

指示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是否包括 COGIPF_LOWER_
AVG_THRSHLD 中閾值設定的標誌。
如果此標誌為 0，則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會包括此閾
值設定。如果此標誌為 1，則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不
會包括此閾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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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LOWER_POOR_
THRSHLD

極差閾值下限設定。

VARCHAR(128)

如果 COGIPF_LOWER_POOR_THRSHLD_XCL 為 1，則當
計量資料小於此閾值設定時，計量資料分數為極差。
如果 COGIPF_LOWER_POOR_THRSHLD_XCL 為 0 (零)，
則當計量資料小於或等於此值時，計量資料分數為極差。

COGIPF_LOWER_POOR_
THRSHLD_EXCL

指示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是否包括 COGIPF_LOWER_
POOR_THRSHLD 中閾值設定的標誌。

DECIMAL (1,0)

如果此標誌為 0，則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會包括此閾
值設定。如果此標誌為 1，則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不
會包括此閾值設定。
COGIPF_UPPER_AVG_THRSHLD 平均閾值上限設定。

VARCHAR(128)

如果 COGIPF_UPPER_AVG_THRSHLD_XCL 為 1，則當
計量資料小於此閾值設定時，計量資料分數為極差。
如果 COGIPF_UPPER_AVG_THRSHLD_XCL 為 0 (零)，則
當計量資料大於或等於此值時，計量資料分數為一般。
當計量資料小於或等於此值時，計量資料分數為良好。
COGIPF_UPPER_AVG_THRSHLD_ 指示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是否包括 COGIPF_UPPER_AVG_ DECIMAL (1,0)
EXCL
THRSHLD 中閾值設定的標誌。
如果此標誌為 0，則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會包括此閾
值設定。如果此標誌為 1，則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不
會包括此閾值設定。
COGIPF_UPPER_POOR_THRSHLD 極差閾值上限設定。

VARCHAR(128)

如果 COGIPF_UPPER_POOR_THRSHLD_XCL 為 1，則當
計量資料小於此閾值設定時，計量資料分數為極差。
如果 COGIPF_UPPER_POOR_THRSHLD_XCL 為 0 (零)，
則當計量資料大於或等於此值時，計量資料分數為極差。
COGIPF_UPPER_POOR_
THRSHLD_EXCL

指示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是否包括 COGIPF_UPPER_
POOR_THRSHLD 中閾值設定的標誌。

DECIMAL (1,0)

如果此標誌為 0，則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會包括此閾
值設定。如果此標誌為 1，則確定計量資料分數時，不
會包括此閾值設定。

COGIPF_USERLOGON 表格
COGIPF_USERLOGON 表格包含以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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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HOST_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 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COGIPF_TIMEZONE_ 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
空)

VARCHAR(255)

COGIPF_ SUBREQUESTID

元件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THREADID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COMPONENTID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名稱

VARCHAR(64)

COGIPF_ BUILDNUMB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INTEGER

COGIPF_LOG_LEVEL

指令的層級

INTEGER

COGIPF_STATUS

作業的狀態：空白、成功、警告或失敗

VARCHAR(255)

COGIPF_ ERRORDETAILS

錯誤明細

VARCHAR(2000)

COGIPF_ LOGON_
OPERATION

登入、登出或登入已過期

VARCHAR(255)

COGIPF_USERNAME

使用者的顯示名稱

VARCHAR2 (255)

COGIPF_USERID

使用者的使用者名稱

VARCHAR(255)

COGIPF_ NAMESPACE

名稱環境顯示名稱

VARCHAR(255)

COGIPF_REMOTE_IPADDR

使用者的 IP 地址

VARCHAR(128)

COGIPF_VIEWREPORT 表格
COGIPF_VIEWREPORT 表格包含以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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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HOST_IPADDR

產生記錄訊息的主機 IP 位址

VARCHAR(128)

COGIPF_HOST_PORT

主機連接埠號

INTEGER

COGIPF_PROC_ID

由作業系統分配的程序 ID

INTEGER

COGIPF_ LOCALTIMESTAMP

產生記錄訊息的本端日期和時間

TIMESTAMP

報表執行時，此為報表執行的開始時間。報表執行完成
後，此為報表執行的結束時間。
若要檢查執行是否完成，請查看 COGIPF_STATUS。空
白項目表示執行未完成。填滿項目表示執行已完成。
若要計算已完成執行的報表的執行開始時間，請從
COGIPF_LOCALTIMESTAMP 減去 COGIPF_RUNTIME。
COGIPF_TIMEZONE_ OFFSET

時區，自 GMT 的偏移

INTEGER

COGIPF_SESSIONID

使用者工作階段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REQUESTID

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 (255) NOT
NULL

COGIPF_STEPID

工作執行中步驟的字母數字識別 (如果不存在，則為空) VARCHAR(255)

COGIPF_ SUBREQUESTID

元件子請求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THREADID

在其中執行請求的執行緒的字母數字識別

VARCHAR(255)

COGIPF_ COMPONENTID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名稱

VARCHAR(64)

COGIPF_BUILDNUMBER

產生指令的元件的主要建置編號

INTEGER

COGIPF_LOG_LEVEL

指令的層級

INTEGER

COGIPF_ TARGET_TYPE

在其上執行作業的物件

VARCHAR(255)

COGIPF_ REPORTPATH

報表路徑

VARCHAR(1024)

COGIPF_STATUS

作業的狀態：空白、成功、警告或失敗

VARCHAR(255)

COGIPF_ ERRORDETAILS

錯誤明細

VARCHAR(2000)

COGIPF_ REPORTNAME

已檢視的報表的名稱

VARCHAR(512)

COGIPF_PACKAGE

與報表相關聯的套件

VARCHAR(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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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名稱

說明

資料類型

COGIPF_ REPORTFORMAT

報表的格式 (第375頁)

VARCHAR(255)

COGIPF_MODEL

與報表相關聯的模型

VARCHAR(512)

810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附錄H：使用 URL 在 IBM Cognos BI 中執行任務
使用 URL 提供用來啟動 IBM Cognos BI 元件以及開啟指定的內容 (例如報表、計量資料、資料夾或
頁面) 的快速、高效的方式。
您可以使用 URL 來
●

啟動 IBM Cognos BI 元件

●

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

您可以透過按一下在作用中的伺服器頁面上嵌入的連結來使用包括在 IBM Cognos 軟體開發套件中
的 URL 報表範例程式，查看展示如何執行基本任務的範例。如需有關與軟體開發套件一併安裝的
範例的資訊，請參閱《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但是，對於複雜任務 (例如排
程)，建議您使用軟體開發套件建立自訂應用程式。
根據 IBM Cognos BI 元件，您可以使用各種聲明來標識所請求的動作。
附註：這些聲明與 BI Bus API 所展現的軟體開發套件方法不同。
如需有關使用 URL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IBM Cognos BI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CGI 程式和其他 Gateway
所有 URL 指令均以請求的終點的聲明開頭：cognos.cgi 或其他 Gateway。對於 IBM Cognos BI，完
整的語法為：
http://webservername:portnumber/ibmcognos/cgi-bin/cognos.cgi

如果您將 IBM Cognos BI 配置為使用預設的 CGI 程式以外的 Gateway，請鍵入與 Gateway 對應的
URL。如需有關配置 Gateway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
下表列出了支援的 Gateway：

Gateway

URL

ISAPI

http://webservername/ibmcognos/isapi

Apache 連接線 (Windows)

http://webservername/ibmcognos/cgi-bin/mod_cognos.dll

Apache 連接線 (Solaris 和 AIX)

http://webservername/ibmcognos/cgi-bin/mod_cognos.so

Apache 連接線 (HPUX)

http://webservername/ibmcognos/cgi-bin/mod_cognos.sl

Gateway Servlet

http://webservername:9300/ServletGateway/servlet/Gateway

CGI

http://webservername/ibmcognos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 Copyright IBM Corp.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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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方法
有兩種啟動大多數 IBM Cognos 元件的方法：參數化的 URL 和 cognosLaunch。這兩種方法執行同一
函數並使用相同的參數。您可以使用任一方法來執行許多 UI 任務。

參數化的 URL 方法
參數化的 URL 方法使用在網頁瀏覽器位址列中鍵入的參數執行任務或啟動特定元件。使用 GET
和 POST 方法，launch.xts 或 cc.xts 參數會啟動指定的 IBM Cognos BI 元件。
此方法要求參數使用以下格式：
&ArgumentName=ArgumentValue
ArgumentName 參數指定類型，而 ArgumentValue 參數指定所呼叫的引數的值。所有名稱和值均必須

為字元字串。
由於此方法不需要預先準備，因此與 cognosLaunch 方法相比，更易於開始使用此方法。但是，瀏
覽器字元限制會約束較長的 URL 編碼的項目。
您可以使用這些指令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瀏覽內容或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檢視頁面。

強制的參數化的 URL 參數
如果您要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任何元件，則必須使用此語法來使用以下參數：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

後跟您要使用的特定元件參數。
如果您要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IBM Cognos Viewer，請使用此語法來使用以下參數：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cognosViewer

如果您要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請使用以下 URL：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cc.xts

以下是針對參數化的 URL 指令的強制建置區塊：
●

gateway

這是指定 IBM Cognos BI Gateway 的強制引數值。 此範例中的 Gateway 名稱為 http://server/
ibmcognos/cgi-bin/cognos.cgi?。
對包含此參數的 URL 強制執行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URL 驗證"(第814頁)。
●

b_action=xts.run

標識動作。若要指定 IBM Cognos Viewer，請使用 b_action=cognosViewer。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啟動 IBM Cognos Viewer"(第822頁)。
●

m=portal/launch.xts&ui.tool=tool_name

標識顯示結果的 IBM Cognos BI 元件介面。 若要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請使用
m=portal/cc.xts。
●

ui.action

指定要執行的動作。Studio 元件的可接受值為 new 和 edit。預設值為 new。IBM Cognos Viewer
的可接受值為 run 和 view。預設值為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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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osLaunch 方法
CognosLaunch 方法使用 JavaScript 函數來執行任務和啟動元件。若要在網頁中使用啟動公用程式，
您必須首先將以下敘述包括在您從中啟動特定元件的 HTML 檔案中：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CognosGateway/cognoslaunch.js"> </script>
CognosGateway 是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定義的主要 IBM Cognos BI Gateway。

此敘述使用 cognosLaunch JavaScript 參數啟用頁面，以便開啟在所選 IBM Cognos 元件中的指定報
表。
此方法要求參數使用以下格式：
"Argument Name","Argument Value"
Argument Name 參數指定類型，而 Argument Value 參數指定所呼叫的引數的值。所有名稱和值均必

須為字元字串。
與參數化的 URL 方法相比，cognosLaunch 方法使用較簡單的結構，但是需要已啟用的起始頁面。

強制的 cognosLaunch 參數
如果您要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任何元件，請使用此語法來使用以下參數：
cognosLaunch("ui.gateway"," gateway ","ui.tool"," component")

●

"ui.gateway"

這是指定 IBM Cognos BI Gateway 的強制引數值。
對包含此參數的 URL 強制執行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URL 驗證"(第814頁)。
●

"ui.tool"

這是指定 IBM Cognos BI 元件的強制引數值。
●

ui.action

指定要執行的動作。Studio 元件的可接受值為 new 和 edit。預設值為 new。IBM Cognos Viewer
的可接受值為 run 和 view。預設值為 view。
您無法將此參數與 Metric Studio 一起使用。

常用可選參數
除每個 IBM Cognos BI 元件所需的強制參數之外，您還可以使用以下可選參數 (除非另有指定)：
●

ui.object

指定目標物件的路徑。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對於 Event Studio、Analysis Studio 和 Metric Studio，此參數為強制參數。
●

ui.folder

指定目標資料夾。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您無法將此參數與 Analysis Studio 一起使用。
●

ui.back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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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關閉所選元件後要開啟的 URI。
對包含此參數的 URL 強制執行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URL 驗證"(第814頁)。

URL 驗證
使用以下規則來對 URL 強制執行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
●

完全限定 URL 或絕對 URL：
protocol://host[:port]/path[?query]

其中協定為「http」或「https」，並且主機已針對有效的網域清單進行驗證，該清單由管理員
在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指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配置指南》。
●

相對於 IBM Cognos BI 安裝 Web 根目錄的 URL：
/<install root>/.*

其中，<install root> 是取自 Cognos Configuration 工具的 Gateway URI 中的 Gateway 檔案路徑。
例如 /ibmcognos/ps/portal/images/。
●

以下特許的 URL 之一：
●

about:blank (不區分大小寫)

●

JavaScript:window.close() (不區分大小寫，具有或不具有尾隨分號)

●

JavaScript:parent.close() (不區分大小寫，具有或不具有尾隨分號)

●

JavaScript:history.back() (不區分大小寫，具有或不具有尾隨分號)

●

parent.cancelErrorPage() (不區分大小寫，具有或不具有尾隨分號)

●

doCancel() (不區分大小寫，具有或不具有尾隨分號)

此外，進階配置設定 RSVP.RENDER.VALIDATEURL 可用於指定是否將這些規則套用至包含在報
表規格內的任何 URL 值所指定的值。必須啟用 CAF，RSVP.RENDER.VALIDATEURL 設定才會生
效。

啟動 IBM Cognos BI 元件
使用 URL 來啟動 IBM Cognos BI 元件並開啟指定的內容。例如，您可以在 Query Studio 中快速開啟
報表，或在 Metric Studio 中快速開啟計量資料，而無需使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可以從任何啟用的網頁中啟動元件。
您可以使用 URL 啟動以下 IBM Cognos BI 元件：
●

Report Studio (第815頁)

●

Query Studio (第818頁)

●

Analysis Studio (第819頁)

●

Metric Studio (第8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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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 Studio (第820頁)

●

IBM Cognos Viewer (第822頁)

啟動參數
在使用參數化的 URL 或 cognosLaunch 方法之前，您必須首先找到您要存取的物件。標識物件 (例
如已保存的報表) 位置的最簡單方法是啟動 IBM Cognos Connection，然後將物件搜尋路徑"使用頁
面 ID 而不使用物件搜尋路徑"(第827頁) 複製到所需的 URL 指令中。必須複製報表性質中列出的完
整路徑，包括相關的套件名稱和報表名稱。
例如，使用以下參數化的 URL 啟動 IBM Cognos Viewer，並執行名為「2005 年銷售彙總」的報表：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cognosViewer&ui.action=run&ui.object=/content/
folder[@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analysis)']/
folder[@name='Report Studio Report Samples']/report[@name='Employee Satisfaction 2006']

以下指令碼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在已啟用的網頁中執行同一函數：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CognosViewer','ui.action','run','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analysis)\']/
folder[@name=\'Report Studio Report Samples\']/report[@name=\'Employee Satisfaction 2006\']'

以下主題介紹在此範例中所使用的每個參數和一些其他常用參數的範例。

啟動 Report Studio
您可以使用 URL 在 Report Studio 中開啟並執行特定報表。
使用以下參數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Report Studio：
http://localhost/ibmcognos/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
tool=ReportStudio&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cgi-bin/cognos.cgi?&ui.option=/content

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Report Studio 時，請指定 gateway (http://localhost/ibmcognos/cgi-bin/
cognos.cgi?) 和 ui.gateway 參數。
如需強制的參數化 URL 啟動參數的清單，請參閱"強制的參數化的 URL 參數"(第812頁)。
使用以下參數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Report Studio：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cgi-bin/cognos.cgi?","ui.
tool","ReportStudio","ui.option","/content")

如需強制的 cognosLaunch 參數的清單，請參閱"強制的 cognosLaunch 參數"(第813頁).
除所需的強制參數之外，您還可以使用以下可選參數：
●

ui.object

指定目標物件的路徑。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

ui.folder

指定目標資料夾。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

ui.backURL

指定關閉所選元件後要開啟的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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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包含此參數的 URL 強制執行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URL 驗證"(第814頁)。

參數化的 URL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Report Studio 時用於執行特定功能的範例。
●

啟動 Report Studio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gateway=http:/
/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ui.object=/content&ui.action=new

●

啟動特定套件的 Report Studio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gateway=http:/
/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ui.object=/content/folder[@name='Samples']/folder
[@name='Models']/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query)']&ui.action=new

●

在 Report Studio 中編輯報表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gateway=http:/
/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ui.object=/content/folder[@name='Samples']/folder
[@name='Models']/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query)']/folder[@name='Report Studio
Report Samples']/report[@name='Health Insurance']&ui.action=edit

cognosLaunch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Report Studio 時用於執行特定功能的範例。
●

啟動 Report Studio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

●

啟動特定套件的 Report Studio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ui.action','new','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query)\']')

●

在 Report Studio 中編輯報表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ui.action','edit','ui.object','/content/
folder[@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query)\
']/folder[@name=\'Report Studio Report Samples\']/report[@name=\'Health Insurance\']')

啟動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您可以使用 URL 在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中開啟並執行特定報表。
使用以下參數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http://localhost/ibmcognos/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
tool=ReportStudio&ui.profile=BUA_standalone&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cgi-bin/cognos.
cgi?&ui.option=/content

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時，請指定 gateway (http://localhost/
ibmcognos/cgi-bin/cognos.cgi?) 和 ui.gateway 參數。
如需強制的參數化 URL 啟動參數的清單，請參閱"強制的參數化的 URL 參數"(第812頁)。
使用以下參數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Report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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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cgi-bin/cognos.cgi?","ui.
tool","ReportStudio","ui.option","/content","ui.profile","BUA_standalone")

如需強制的 cognosLaunch 參數的清單，請參閱"強制的 cognosLaunch 參數"(第813頁).
除所需的強制參數之外，您還可以使用以下可選參數：
●

ui.object

指定目標物件的路徑。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

ui.folder

指定目標資料夾。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

ui.backURL

指定關閉所選元件後要開啟的 URI。
對包含此參數的 URL 強制執行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URL 驗證"(第814頁)。

參數化的 URL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Report Studio 時用於執行特定功能的範例。
●

啟動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gateway=http:/
/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ui.profile=BUA_standalone&ui.object=/content&ui.
action=new

●

啟動特定套件的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gateway=http:/
/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ui.profile=BUA_standalone&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analysis)']&ui.
action=new

●

在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中編輯報表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gateway=http:/
/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ui.profile=BUA_standalone&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analysis)']/
folder[@name='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report[@name='Promotion Success']&ui.action=edit

cognosLaunch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時，用於執行特定功能的範例。
●

啟動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ui.profile','BUA_standalone')

●

啟動特定套件的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ui.profile','BUA_standalone','ui.
action','new','ui.object','/content/folder[@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
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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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中編輯報表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ReportStudio','ui.profile','BUA_standalone','ui.
action','edit','ui.object','/content/folder[@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
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analysis)\']/folder[@name=\'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report[@name=\'Promotion Success\']')

啟動 Query Studio
您可以使用 URL 在 Query Studio 中快速開啟特定報表。
使用以下制參數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Query Studio：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tool=QueryStudio&ui.
object=/content&ui.action=new

使用以下強制參數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Query Studio：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QueryStudio','ui.action','new')

對於這兩種方法，ui.action 參數是強制參數。
對於 Query Studio，以下參數是可選參數：
●

cv.header

指定是否顯示頁首。可接受的值為 true 和 false。
●

ui.spec

指定包含 IBM Cognos BI 報表規格的 XML 文件。如需有關 IBM Cognos BI 報表規格的資訊，
請參閱《IBM Cogno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中的報表規格主題。
●

run.outputLocale

指定輸出語言。可接受的值根據 RFC3066 標準表示為以連字符連接的語言區域對。預設值為
en-us。
●

run.prompt

指定報表服務是否發出提示，以便您可以輸入報表選項值。可接受的值為 true 和 false。預
設值為 true。
●

ui.object

指定目標物件的路徑。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

ui.folder

指定目標資料夾。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

ui.backURL

指定關閉所選元件後要開啟的 URI。
對包含此參數的 URL 強制執行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URL 驗證"(第814頁)。
以下參數僅用於除錯：
●

run.output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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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輸出格式。可接受的值為 CSV、HTML、PDF、singleXLS、XHTML、XLWA 和 XML。
●

asynch.primaryWaitThreshold

指定在伺服器在向客戶端傳送回應之前可用於處理請求的最長時間 (以秒為單位)。可接受的
值為任意整數。使用值 0 來使客戶端無限期等待。預設值為 7。
●

asynch.secondaryWaitThreshold

指定在伺服器在向客戶端傳送回應之前可用於處理請求的最長時間 (以秒為單位)。可接受的
值為任意整數。使用值 0 來使客戶端無限期等待。預設值為 30。
如需兩種方法的所有常見可選啟動參數的清單，請參閱"常用可選參數"(第813頁)。

參數化的 URL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Query Studio 時用於執行特定功能的範例。
●

啟動特定套件的 Query Studio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
tool=QueryStudio&ui.object=/content/folder[@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
[@name='GO Data Warehouse (analysis)']&ui.action=new

●

啟動特定報表的 Query Studio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
tool=QueryStudio&ui.object=/content/folder[@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
[@name='GO Data Warehouse (analysis)']/folder[@name='Query Studio Report Samples']/query
[@name='Return Quantity by Product Line']&ui.action=edit

cognosLaunch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Query Studio 時用於執行特定功能的範例。
●

啟動特定套件的 Query Studio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QueryStudio','ui.action','new','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analysis)\']')

●

啟動特定報表的 Query Studio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QueryStudio','ui.action','edit','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Data Warehouse (analysis)\
']/folder[@name=\'Query Studio Report Samples\']/query[@name=\'Return Quantity by Product
Line\']')

啟動 Analysis Studio
您可以使用 URL 在 Analysis Studio 中快速開啟並執行特定報表。
使用以下參數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Analysis Studio：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gateway=http://
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AnalysisStudio&ui.action=new

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Analysis Studio 時，請指定 gateway (http://localhost/ibmcognos/cgibin/cognos.cgi?) 和 ui.gateway 參數。
使用以下參數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Analysis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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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AnalysisStudio','ui.action','new')

對於這兩種方法，ui.object 參數是強制參數。但是，如果缺少該參數，系統會提示您選取套件。
除所需的強制參數之外，您還可以使用以下可選參數：
●

ui.backURL

指定關閉所選元件後要開啟的 URI。
對包含此參數的 URL 強制執行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URL 驗證"(第814頁)

參數化的 URL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Analysis Studio 時用於執行特定功能的範例。
●

啟動特定套件的 Analysis Studio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gateway=http:/
/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AnalysisStudio&ui.object=/content/folder[@name='Samples']/folder
[@name='Cubes']/package[@name='Sales and Marketing (cube)']/folder[@name='Analysis Studio
Report Samples']&ui.action=new

●

在 Analysis Studio 中檢視和分析報表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gateway=http:/
/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AnalysisStudio&ui.tool=AnalysisStudio&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Cubes']/package[@name='Sales and Marketing (cube)']/folder
[@name='Analysis Studio Report Samples']/analysis[@name='Custom Rank Sample']&ui.action=edit

cognosLaunch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Analysis Studio 時用於執行特定功能的範例。
●

啟動特定套件的 Analysis Studio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AnalysisStudio','ui.action','new','ui.object','/content/
folder[@name=\'Samples\']/folder[@name=\'Cubes\']/package[@name=\'Sales and Marketing (cube)\
']/folder[@name=\'Analysis Studio Report Samples\']')

●

在 Analysis Studio 中檢視和分析報表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AnalysisStudio','ui.action','edit','ui.object','/content/
folder[@name=\'Samples\']/folder[@name=\'Cubes\']/package[@name=\'Sales and Marketing (cube)\
']/folder[@name=\'Analysis Studio Report Samples\']/analysis[@name=\'Custom Rank Sample\']')

啟動 Metric Studio
您可以使用 URL 在 Metric Studio 中快速開啟計量資料。
使用以下參數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Metric Studio：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tool=MetricStudio&ui.
action=new

使用以下參數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Metric Studio：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MetricStudio','ui.action','new')

對於這兩種方法，ui.object 參數是強制參數。但是，如果缺少該參數，系統會提示您選取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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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所需的強制參數之外，您還可以使用以下可選參數：
●

ui.folder

指定目標資料夾。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

ui.backURL

指定關閉所選元件後要開啟的 URI。
對包含此參數的 URL 強制執行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URL 驗證"(第814頁)

參數化的 URL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Metric Studio 時的範例。
●

啟動特定套件的 Metric Studio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
tool=MetricStudio&ui.object=/content/package[@name='GO Metrics']&ui.action=new

cognosLaunch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Metric Studio 時的範例。
●

啟動特定套件的 Metric Studio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MetricStudio','ui.action','new','ui.object','/content/package
[@name=\'GO Metrics\']')

啟動 Event Studio
您可以使用 URL 在 Event Studio 中快速存取和編輯代理程式。
使用以下參數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Event Studio：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tool=EventStudio&ui.
object=/content/package[@name='GO Sales (analysis)']&ui.action=new

使用以下參數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Event Studio：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EventStudio','ui.action','new')
ui.action 和 ui.object 參數是強制參數。如果缺少 ui.object，系統會提示您選取套件。

除所需的強制參數之外，您還可以使用以下可選參數：
●

ui.folder

指定目標資料夾。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

ui.backURL

指定關閉所選元件後要開啟的 URI。
對包含此參數的 URL 強制執行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URL 驗證"(第8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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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化的 URL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Event Studio 時的範例。
●

在 Event Studio 中開啟代理程式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xts.run&m=portal/launch.xts&ui.
tool=EventStudio&ui.object=/content/folder[@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
[@name='GO Sales (query)']/folder[@name='Event Studio Samples']/agentDefinition[@name='ELM
Escalation Agent']&ui.action=run

cognosLaunch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Event Studio 時用於執行特定功能的範例。
●

啟動 Event Studio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EventStudio','ui.action','new','ui.object','/content/package
[@name=\'GO Sales and Retailers\']')

●

在 Event Studio 中開啟代理程式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EventStudio','ui.action','edit','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Sales (query)\']/folder
[@name=\'Event Studio Samples\']/agentDefinition[@name=\'ELM Escalation Agent\']')

啟動 IBM Cognos Viewer
您可以使用 URL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快速開啟指定的報表。
使用以下參數來以參數化的 URL 方法啟動 IBM Cognos Viewer：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cognosViewer&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Cubes']/package[@name='Sales and Marketing (cube)']/folder
[@name='Report Studio Report Samples']/report[@name='Actual vs. Planned Revenue']&ui.action=run

使用以下參數來以 cognosLaunch 方法啟動 IBM Cognos Viewer：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CognosViewer')

如需 IBM Cognos Viewer 參數的完整清單，請參閱《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Developer Guide》中的
附錄「URL API 參考」。
以下為 IBM Cognos Viewer 可選參數：
●

run.outputFormat

指定輸出格式。可接受的值為 CSV、HTML、PDF、singleXLS、XHTML、XLWA 和 XML。預設值為
HTML。
附註：為了保護 IBM Cognos BI 和您的伺服器，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CAF) 拒絕以
XLS 格式輸出的基於 URL 的請求。
●

run.outputLocale

指定輸出語言。可接受的值根據 RFC3066 標準表示為以連字符連接的語言區域對。預設值為
en-us.

●

run.prompt

指定報表服務是否發出提示，以便您可以輸入報表選項值。可接受的值為 true 和 false。預
設值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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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xslURL

指定可套用至報表的 XSL 樣式表的位置，以便以所請求的格式對其進行轉譯。可接受的值為
URI。
參考 XSL 檔案時，請確保指定的檔案有效，並且存在於應用程式伺服器上的 templates/rsvp/xsl
目錄中。參考無效的樣式表會終止程序。
●

run.outputEncapsulation

指定封裝回應中的輸出文件的方式。可接受的值為 HTML、URL、URLQueryString 和 none。
●

asynch.attachmentEncoding

指定對回應的附件進行編碼的方式。可接受的值為 base64、MIME 和 MIMECompressed。預設值為
base64。
●

asynch.primaryWaitThreshold

指定在伺服器在向客戶端傳送回應之前可用於處理請求的最長時間 (以秒為單位)。可接受的
值為任意整數。使用值 0 來使客戶端無限期等待。預設值為 7。
●

asynch.secondaryWaitThreshold

指定在伺服器在向客戶端傳送回應之前可用於處理請求的最長時間 (以秒為單位)。可接受的
值為任意整數。使用值 0 來使客戶端無限期等待。預設值為 30。
●

ui.object

指定目標物件的路徑。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

ui.folder

指定目標資料夾。可接受的值為 Content Manager 搜尋路徑或儲存 I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
●

ui.backURL

指定關閉所選元件後要開啟的 URI。
對包含此參數的 URL 強制執行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 驗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URL 驗證"(第814頁)。

參數化的 URL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檢視報表時用於執行特定功能的範例。
●

檢視已儲存的報表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cognosViewer&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Sales (analysis)']/folder
[@name='Report Studio Report Samples']/report[@name='2005 Sales Summary']&ui.action=run

●

執行動態報表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cognosViewer&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Sales (analysis)']/folder
[@name='Report Studio Report Samples']/report[@name='2005 Sales Summary']&ui.action=run

●

以不同的輸出模式檢視報表
http://localhost/cgi-bin/cognos.cgi?b_action=cognosViewer&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Sales (analysis)']/f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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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Report Studio Report Samples']/report[@name='2005 Sales Summary']&ui.action=run&run.
outputFormat=PDF

cognosLaunch 範例
本小節提供了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檢視報表時用於執行特定功能的範例。
●

檢視已儲存的報表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CognosViewer','ui.action','view','ui.object','defaultOutput
(/content/folder[@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Sales
(analysis)\']/folder[@name=\'Report Studio Report Samples\']/report[@name=\'2005 Sales
Summary\'])')

●

執行動態報表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CognosViewer','ui.action','run','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Sales (analysis)\']/folder
[@name=\'Report Studio Report Samples\']/report[@name=\'2005 Sales Summary\']')

●

以不同的輸出模式檢視報表
cognosLaunch('ui.gateway','http://localhost/ibmcognos
/cgi-bin/cognos.cgi','ui.tool','CognosViewer','ui.action','run','ui.object','/content/folder
[@name=\'Samples\']/folder[@name=\'Models\']/package[@name=\'GO Sales (analysis)\']/folder
[@name=\'Report Studio Report Samples\']/report[@name=\'2005 Sales Summary\']','run.
outputFormat', 'PDF')

在指定的瀏覽器視窗中啟動 IBM Cognos BI 元件
此功能使您可以在命名的瀏覽器視窗中啟動 IBM Cognos BI 元件。
若要執行此作業，您必須使用此語法來使用以下參數：
cognosLaunchInWindow(windowName, windowProperties, "ui.gateway"," gateway","ui.tool","component")
windowName 和 windowProperties 參數表示特定於在命名的瀏覽器視窗中啟動 IBM Cognos BI 元件的

值。
windowName 字串是要從中啟動指定元件的瀏覽器視窗、框架或內建框架的名稱。如果指定的名稱

不存在，則會顯示具有名稱的新建立的跳出式瀏覽器視窗。若要建立新的跳出式視窗，請將 "_blank"
用作值。
windowProperties 字串定義套用至新建立的跳出式視窗的性質。這僅適用於新建立的視窗。可用的

值取決於您所使用的網頁瀏覽器的類型，並與 JavaScript window.open() 函數所支援的值相對應。某
些選項可能不會在所有瀏覽器中都起作用。
windowProperties 參數由以逗號分隔的清單組成。每個項目包含一個選項和一個值，由等號 (=) 分

隔。例如 "fullscreen=yes, toolbar=yes"。部分常見範例包括：
●

channelmode

指定是否以影院模式顯示視窗，以及是否顯示通道頻帶。預設值為 no。可接受的值為 yes 和
no。
●

directories

指定是否新增目錄按鈕。預設值為 yes。可接受的值為 yes 和 no。
●

full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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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是否以全螢幕模式顯示瀏覽器。此模式會隱藏瀏覽器的標題列和功能表。以全螢幕模式
顯示的視窗必須也在通道模式下。預設值為 no。可接受的值為 yes 和 no。
●

height

此整數指定視窗的高度 (以像素為單位)。最小值為 100。
●

left

此整數指定相對於螢幕左上角的左側位置 (以像素為單位)。
●

location

指定是否顯示輸入欄位，以便將 URL 直接輸入到瀏覽器中。預設值為 yes。可接受的值為 yes
和 no。
●

menubar

指定是否顯示功能表列。預設值為 yes。可接受的值為 yes 和 no。
●

resizable

指定是否在視窗的各個角顯示調整大小控點。預設值為 yes。可接受的值為 yes 和 no。
●

scrollbars

指定是否顯示水平和垂直捲動列。預設值為 yes。可接受的值為 yes 和 no。
●

status

指定是否在視窗的底部顯示狀態列。預設值為 yes。可接受的值為 yes 和 no。
●

titlebar

指定是否顯示視窗的標題列。僅在呼叫應用程式為 HTML 應用程式或信任的對話方塊時，此
參數才有效。預設值為 yes。可接受的值為 yes 和 no。
●

toolbar

指定是否顯示瀏覽器工具列。預設值為 yes。可接受的值為 yes 和 no。
●

top

此整數指定頂部位置 (以像素為單位)。此值相對於螢幕的左上角。
●

width

此值設定視窗的寬度 (以像素為單位)。最小值為 100。
ui.gateway、ui.tool 和某些其他參數值均在"啟動參數"(第815頁)中進行了介紹。

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
使用 URL，您可以快速地存取任何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例如，如果您使用 Portal Services
不支援的公司入口網站，並且使用 IBM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來在該入口網站中填充框架，則
可以使用頁面 URL 嵌入任何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此頁面使用您公司的外觀顯示在目標框
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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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使用 URL 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之前，您必須準備用於獨立存取的頁面 (第826
頁)。

步驟
●

在瀏覽器中，鍵入使用以下參數的 URL：
http://[gateway]?b_action=xts.run&m=portal/cc.xts&m_page=path:[search path]&style=
[stylesheet]&ui=h1&m_pagemode=view]

用於啟動頁面的參數如下所示：
●

gateway

標識 IBM Cognos BI Gateway 的完整前綴。例如 localhost/ibmcognos/cgi-bin/cognos.cgi。
●

m=portal/cc.xts

標識元件介面。
●

m_page=path:[search path]

標識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
頁)。
●

style=[stylesheet]

標識覆蓋預設 IBM Cognos BI 樣式的 .css 檔案。
依預設，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使用 IBM Cognos BI 樣式表。您可以使用自己公司的
樣式來保持頁面的外觀一致。若要執行此作業，請編輯 URL，以將 style=[stylesheet] 參
數設定為所需的 .css 檔案的位置。例如 style=http://myserver/mystyles.css.
●

ui=h1

隱藏部分 IBM Cognos BI 使用者介面元素。
當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顯示為其他網頁的一部分時，其部分使用者介面元素 (例如
頂部頁首、連結和工具列) 可能會變得多餘。您可以隱藏這些元素並僅留下所需的頁面內
容。在此範例中，h1 隱藏了主要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首。如需有關隱藏使用者介面
元素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和安全性指南》中關於自訂的章節。
●

m_pagemode=view

隱藏部分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使用者介面元素，並將頁面設定為唯讀。
當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顯示在其他頁面中時，部分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使用者介面元素 (例如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周圍的框架和標題列) 可能會變得多餘。您可以隱藏這些元素。

準備用於獨立存取的頁面
您必須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準備每個頁面，以便可使用 URL 存取頁面。即使您打算在頁面
中僅使用一個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也必須執行此作業。
請確保滿足以下條件：
●

將頁面儲存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 [公共資料夾] 中。
所有使用者均可存取 [公共資料夾] 中的物件。個別使用者可以從其自己的 [我的資料夾] 目錄
中存取獨立頁面，但是僅該使用者可以存取該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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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 Cognos BI 登入機制由您的應用程式執行。
您的應用程式負責驗證使用者身份。如果主機應用程式和 IBM Cognos BI 已建立單一登入，則
不需要此驗證。
如需有關設定單一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和組態指南》。

●

為頁面設定所需的存取權限。
將讀取權限授予嵌入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的入口網站頁面或應用程式的所有使用者。
將寫入權限授予入口網站管理員和頁面所有人。這使頁面處於唯讀狀態，從而防止其他使用
者在頁面內編輯入口網站應用程式設定。
如需有關設定存取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現在，頁面就可以用於獨立存取 (第825頁)。

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
建置 URL 時，您需要知道您要使用 URL 存取的物件的搜尋路徑。
如果想要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您可以使用其搜尋路徑或 ID。搜尋路徑定義 Content
Store 中項目的完全限定位置並且不是特定於安裝。ID 特定於安裝。為了便於使用，我們建議您使
用搜尋路徑存取頁面 (第827頁)。
使用 cognosLaunch 方法時，在「ui.object」參數後指定物件的搜尋路徑。
如果您要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則使用下面的 m_page 參數格式來指定物件的搜尋路徑，其中，
search path 是頁面物件的搜尋路徑：
&m_page=path:[[search path]]

例如，
m_page=path:/content/folder[@name='Public Pages']/pagelet[@name='EP portlet Demo'

提示：若要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尋找頁面搜尋路徑和 ID，請瀏覽到包含該頁面的資料夾，
然後按一下頁面性質按鈕。在 [一般] 標籤上，按一下 [檢視搜尋路徑、ID 和 URL]。

使用頁面 ID 而不使用物件搜尋路徑
除了搜尋路徑，您也可以使用以下 cognosLaunch 參數指定物件的頁面 ID：
"ui.object","storeID('storeID')

如果您要使用參數化的 URL 方法 (第812頁)，則可以使用下面的 m_page 參數格式指定物件的頁面
ID，其中，page ID 是物件的頁面 ID：
m_page=[page ID]

ID 顯示為未分隔的字元系列。例如，
i80E9B692820A4F91B8655D4E84F292AF

若要尋找 ID，請遵循"使用搜尋路徑和頁面 ID"(第827頁)中的說明。

部署方面的問題
對部署物件的參考是以搜尋路徑 (而不是 ID) 為基礎的。對於特定 IBM Cognos Connection 頁面，在
應用程式的部署機制將原始物件轉移到其他 IBM Cognos BI 伺服器之前，物件的頁面 ID 仍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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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在目標環境中，所有的 ID 均不同。在此情況下，您必須將所有的 ID 參考對映到系統上的新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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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Content Manager
從 Content Store 擷取資訊，並將資訊儲存到 Content Store 的服務。

Content Store
包含作業所需的資料，例如報表規格、公佈的模型以及安全性權限的資料庫。

Gateway
將資訊從 Web 伺服器轉移至其他伺服器的 Web 伺服器程式擴展。Gateway 通常為 CGI 程式，但也
可以遵循其他標準，例如 ISAPI 和 Apache 模組。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屬於 Web 應用程式一部分的可重複使用元件，可以在入口網站環境中提供要顯示的特定資訊或服
務。

工作
一組可執行物件，如報表、代理程式及使用者按批次執行和排程的其他工作。

工作步驟
可單獨執行的工作的最小部分。工作步驟可以是一個報表，也可以是另一個工作。

工作階段
通過驗證的使用者處於登入狀態的時間段。

內容區域設置
用於設定瀏覽器和報表文字所使用的語言或方言，以及區域偏好設定 (例如時間、日期、貨幣、貨
幣表示式及一天中的時間之格式) 的代碼。

公佈
Cognos BI 中，是指透過套件將所有或部分 Framework Manager 模型或 Transformer PowerCube 公開到
Cognos 伺服器，以便可以使用該資料來建立報表及其他內容。
在 Cognos Planning 中，通常是指將資料從 Contributor 或 Analyst 複製至資料儲存庫，以便將該資料
用於製表。

代理
由 Event Studio 建立和編輯的物件類型。代理包含事件條件和要執行的關聯工作。

功能
可以隱藏或顯示以簡化使用者介面的一組功能和特性。透過變更喜好設定，可以啟用或停用功能，
或者透過管理介面來控制這些功能。

Licensed Materials – Property of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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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任務
如果事件狀態符合任務執行規則，則會由代理程式執行的動作。例如，代理程式可以傳送電子郵
件、公佈新聞項目或執行報表。

向下逐層分析
在資料的多維度表現法中，從資訊階層架構的一般類別開始，向下瀏覽存取資訊的一種方式。例
如，從年到季，然後再到月。
在 TM1 中，從資訊階層架構的一般類別開始，向下瀏覽存取資訊。 例如，在資料庫中，從欄位
到檔案，再到記錄。

向上追溯
從一個資料層級導覽至詳細程度較低的另一個層級。層級由資料結構設定。

名稱環境
對於驗證和存取控制，是指允許存取使用者和群組資訊的驗證提供程式的已配置實例。在Framework
Manager 中，名稱環境可唯一識別查詢項目、查詢主題等。 您需將不同的資料庫匯入至單獨的名
稱環境，以避免重複的名稱。
在 XML 和 XQuery 中，提供與 XML 概要中的元素、屬性和類型定義相關聯，或與 XQuery 表示式
中的元素、屬性、類型、函數和錯誤之名稱相關聯的唯一名稱的統一資源識別碼 (URI)。

存取權限
允許存取或使用物件的權限。

快速寄發
透過執行一次單個報表建立多個報表結果。例如，使用者可以建立顯示每個員工銷售額的報表，
並執行一次，然後根據區域進行快速寄發將不同的結果傳送給區域經理。

快速寄發鍵
用於建立一組報表結果或將其快速寄發的報表規格中查詢的維度或層級。

事件
狀態的變更 (例如作業、業務程序或人力任務的完成或失敗)，它可以觸發後續動作，例如將事件
資料保存到資料儲存庫或呼叫另一個業務程序。
在 Cognos Real-Time Monitoring 和 Cognos Now! 中，是指某資料列或一系列資料列。

使用者
使用計算系統服務的任何個人、組織、處理程序、裝置、程式、協定或系統。

查詢
以特定條件為基礎對資料來源中資訊的請求：例如，請求獲得客戶表中結餘超過 1000 美元的所有
客戶的清單。

計量資料
評估業務的關鍵領域中績效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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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資料套件
Cognos Connection 中，Metric Studio 應用程式的表現法。 計量資料套件包含該應用程式的連線資
訊、報表和計量資料管理任務。

套件
模型的子集 (也可以是整個模型)，可供 Cognos 伺服器使用。

匿名存取
允許使用者和伺服器不必事先進行驗證即可存取伺服器的存取類型。

區域
一種設定，識別語言或地理位置並確定格式使用慣例，例如對照、大小寫轉換、字元分類、訊息
語言、日期和時間表現法以及數值表現法。

專案
在 Framework Manager 中，是指用於管理和共享模型資訊的一組模型、套件和相關資訊。
Metric Studio 中，是指由團隊執行並在計分卡上進行監控的一項或一組任務。專案可追蹤專案的日
期、資源和狀態。
Metric Designer 中，是指萃取群組。每個萃取包含用於植入 Metric Studio 資料儲存庫或用於建立應
用程式的中繼資料。

產品區域
指定產品介面各部分 (例如功能表指令) 使用的語言和/或地區設定的代碼或設定。

通行證
以工作階段為基礎、在 Content Manager 記憶體中儲存和加密的關於通過驗證的使用者的資訊。 通
行證在使用者首次存取 Cognos 產品時建立，其將一直保留在系統中，直至工作階段結束 (即使用
者登出或超過一定時間無任何活動)。

部署
將應用程式 (例如報表或模型) 移至其他實例的過程。 例如，通常會在測試環境中建立報表，然後
將其部署到生產中。 部署應用程式，即是核准、轉移，然後匯入應用程式。

部署檔案
用於部署的檔案。部署檔案包含要移動的內容儲存庫中的資料。

報表
特意安排用來傳達業務資訊的一組資料。

報表規格
一種可執行的報表定義，包括查詢規則和版面規則，可與資料結合並產生報表輸出。

報表輸出
對資料集執行報表規格後產生的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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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檢視
對具有自己的性質 (例如提示值、時間表和結果) 的其他報表的參考。 報表檢視可用於共用報表規
格，而無需製作報表副本。

提示
在執行報表之前請求參數值的報表元素。

象形文字
字元影像的實際造型 (位元樣式、外框)。 例如，italic A 和 roman A 是代表同一基礎字元的兩個不
同的圖形。 嚴格來講，任何兩個影像只要造型不同，即為不同的圖形。 在這裡，圖形就是字元影
像的同義字，或者就表示影像 (Unicode 標準 - 版本 1.0)。

新聞項目
簡易聯合供稿系統 (RSS) 相容格式中的單個項目。它可以包含標題、文字和指向詳細資訊的連結。
代理程式中的新聞項目任務，可用於建立在 Cognos Connection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中顯示的新聞項
目。

群組
眾多使用者的集合，該集合中的使用者共用受保護資源的存取權限。

資料來源
資料本身的來源 (例如資料庫或 XML 檔) 及存取資料所需的連線資訊。
在 TM1® 中，指用作為 TurboIntegrator 匯入程序的來源的檔案或資料。

監視清單
每個使用者已選擇進行密切監控的計量資料清單。如果已在 Metric Studio 中啟用通知，則使用者
將會收到這些計量資料變更的電子郵件通知。使用者也可以選擇將監視清單作為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顯示在 Cognos Connection 中。

監視規則
用於確定是否將報表傳送給使用者的使用者定義的條件。 執行該規則時，會對輸出進行評估，如
果輸出符合條件或規則，則以電子郵件或新聞項目形式傳送該報表。監視規則將報表傳送限制為
包含對使用者意義重大的資料的那些報表。

遠端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 Web 服務
用於建立面向簡報的 Web 服務，以便這些服務可以在其他應用程式 (例如 Web 入口網站) 中輕鬆
整合的標準。

模型
在 Data Manager 中，指代表業務的某些方面的系統，包含數據資料和中繼資料。

範本
在報表編寫中，是指可用於設定查詢簡報或報表簡報的可重複使用的報表版面或樣式。
在 Data Manager 中，是指可用於定義參考結構屬性或維度表格欄以及其語義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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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
驗證期間獲得的資訊，說明使用者、群組關聯或其他與安全相關的身份屬性，用於執行如授權、
審核或委任等服務。例如，使用者 ID 和密碼是允許存取網路和系統資源的憑證。

聯絡人
可以向其傳送報表和代理程式電子郵件的具名電子郵件地址。 聯絡人從不進行驗證。

簡易聯合供稿系統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 RSS)
用於聯合 Web 內容的一種 XML 檔案格式，並以簡易聯合供稿系統規格 (RSS 2.0) 為基礎。網際網
路使用者使用 RSS XML 檔案格式訂閱提供 RSS 供稿的網站。

豐富站點摘要 (rich site summary, RSS)
用於聯合 Web 內容的一種 XML 型格式，並以 RSS 0.91 規格為基礎。網際網路使用者使用 RSS
XML 檔案格式訂閱提供 RSS 供稿的網站。

驗證
驗證使用者或伺服器身份的過程。

驗證提供程式
外部驗證來源的通訊機制。諸如使用者驗證、群組成員資格以及名稱環境搜尋等功能可透過驗證
提供程式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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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符號
-- 字元
報表中的疑難排解,662
#NAME? 錯誤,707
$nopage> 稽核記錄,91
.cnv
套用替代,728
.css
對外觀進行全域變更,529
變更 IBM Cognos BI 字型,529
.csv
性質,574
格式化輸出,573
.dmp,589
.dwp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495, 503
.epa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SAP Enterprise
Portal 6.0,486
.mdl 錯誤
帶有雙引號的計算,652
.NET Framework
版本,703
故障排除,706
.NET 可編程式性支援,703
.otl 檔案,80
.pte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到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中,492
.sca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SAP Enterprise
Portal 7.1,487
.xml
指定轉換,726
套用轉換,728
新增自訂報表範本,540, 541
[前往] 頁面
詳細資訊,46
[計分卡] 窗格中的狀態,113
[計分卡] 窗格中的計量資料分數,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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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印」樣式
在 Excel 2007 報表輸出中控制,585
64 位元應用程式伺服器
連線至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時出現問題,617

二劃
二進位捨入錯誤,666
人力任務,407
已完成的生命週期,170
人力任務服務,120
部署,346
入口網站,265, 283
在 IBM Cognos BI 中支援,481
自訂物件動作,552
個人化 IBM Cognos Connection,283
啟動時發生錯誤,607, 609
入口網站問題,683
[我的資料夾] 標籤不顯示,684
仍套用舊版本中所使用的樣式,685
無法按一下連結,685
無法開啟,607
圖示圖形不起作用,685
入口網站橫幅
新增標誌,532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67, 761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67
HTML 來源,780
HTML 檢視器,778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新的,39, 45
IBM Cognos Navigator,761
IBM Cognos Search,763
IBM Cognos TM1 Viewer,470
IBM Cognos Viewer,764, 767
IBM Cognos 自訂圖表,775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768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768
IBM Cognos 影響圖表,774
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773
RSS 檢視器,779
WSRP 標準,472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配置快取,474
在重新啟動 SAP 伺服器後重新啟動,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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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頁,45, 782
存取權限,473
安全模式檢視器,642
定義,829
計量資料清單,45
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圖表,45
修改,292, 475, 484, 493
書籤檢視器,777
啟用通訊,293
移轉,507
單一登入,472
無法存取,640
匯入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472
影像檢視器,778
鎖定,473
關閉,473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檔案
在 WebSphere Portal 中安裝,482

三劃
小計
分組的清單中的疑難排解,661
小數格式
變更,655
小數精確度
降低,163
工作,44
步驟,322
步驟提交,272
定義,829
性質,272
服務,119
建立可存取輸出,380
重新執行失敗的,316
排程,322
傳送選項,272
工作佇列計量資料
啟用,169
工作步驟
定義,829
工作服務,121
工作室
Oracle Essbase 變更,661
工作階段
定義,829
停止代理,784
開始代理,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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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階段快取
關閉,162
工具
診斷,593
工具列
Query Studio 按鈕功能,535
已公佈的文件
在 Microsoft Office 中開啟,704
無法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開啟,705
已排程項目
建立可存取輸出,380

四劃
不支援的字元,600
不平衡階層架構
DB2 OLAP,180
Report Studio,656
不齊整階層架構
Report Studio,656
中文
升級後字元顯示不正確,612
在 Linux 上安裝期間出現損毀字元,609
中繼資料,349
中繼資料服務,121
介面
變更元件的外觀,528
元件
Report Studio 樣式表,533
對外觀進行全域變更,528
允許存取,239
內建項目
初始存取權限,743
內容
使用 system.xml 檔案瀏覽,555
使用 URL 指令瀏覽,555
建議,434
設定語言,283
內容巨集
自訂登入頁面,563
內容區域設置
定義,829
內容錯誤,611
內部結合,650
公用倉庫中繼模型
匯出,650
公用程式
來回轉換安全配置,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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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料夾,280
部署,330
公佈
定義,829
非根資料夾中的套件,42
公佈 PowerCubes
排除公佈失敗的故障,657
分析樣式
在儀表板中,542
分頁符號
非預期結果,673
分區
在使用 SAP BW 資料來源的報表上建立,661
分組
Dispatcher,126
對分組的清單中的小計進行疑難排解,661
對巢狀清單報表進行疑難排解,660
對錯誤的執行總計進行故障排除,682
分發報表,391, 392
快速寄發,392
電子郵件,391
升級
Content Store,604
加密金鑰問題,616
報表規格,346
會影響中文字元、日文字元或韓文字元,612
升級報表
未保留格式,681
無法開啟報表,674
應用程式錯誤,660
支援原生語言,707
文件
存取更多,40
文件變數 (Word 2007),709
文字
新增,528
轉換,528
變更字串,570
日文 Internet Explorer
Analysis Studio,675
日文字元
升級顯示不正確,612
在 Linux 上安裝期間發生損毀,609
來回轉換安全,726
故障排除,707
匯出路徑,650

日期
用於逐層分析存取,449

五劃
主要可交互運作組件 (PIA),703
以 Tab 分隔的檔案
錯誤,699
代理
定義,829
代理工作階段
在資料庫中停止,784
在資料庫中開始,784
代理連線
Oracle 資料庫,205, 208
代理程式,401
允許提示清單,404
刪除提示清單,405
性質,273, 402
服務,119
重新執行失敗的,316
執行,401
將自己從提示清單中移除,404
將自己新增至提示清單,404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建立,403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開啟,403
最新事件清單,405
新聞項目標題,405
預設動作,45
檢視,402
代理程式任務
失敗後重新提交,45
加密
配置錯誤,616
加密金鑰
重新產生,616
加密錯誤,619
cogstartup.xml 檔案無效,619
JRE 錯誤,619
升級後出現問題,616
功能
已變更,46
安全功能,245
定義,829
管理,41
功能,245
包括
存取控制資訊,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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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存取報表
建立,380
啟用,166
外部化的維度
提示,649
外部名稱環境
eTrust SiteMinder,225
IBM Cognos Series 7,225
LDAP,225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225
NTLM,225
SAP,225
控制瀏覽,135
部署參考,328, 329
外部結合
Oracle,650
完整,648
外觀
IBM Cognos Viewer,537
全域變更,528
字型,529
品牌再造,528
將變更移轉到將來的版本,530
樣式表,529
失敗的項目
重新執行,316
平衡 Dispatcher 負載
正在進行的請求因數,142
處理能力,142
平衡階層架構
DB2 OLAP,180
本地查詢記錄,93
未安裝針對 Microsoft 應用程式的 Microsoft .NET 支援,721
未來的活動,309
未產生回應,609
未處理的例外
診斷,589
未發現目錄錯誤,607
未發現頁面錯誤
在 Windows 2003 中啟動 IBM Cognos BI,607
正在進行的請求因數,142
生命週期
已完成的人力任務和註解,170
使用者工作階段檔案,136
皮膚,283, 685
目前
活動,307
項目,307
838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目前執行
報表選項,368
進階選項,368
目標報表
為從 IBM Cognos Series 7 逐層分析而建立,464
目標報表中不顯示計算
排除逐層分析時出現的故障,691
目標報表中不顯示資料
排除逐層分析時出現的故障,692
目標報表中的空儲存格
排除逐層分析時出現的故障,691
目標報表中顯示錯誤資料
排除逐層分析時出現的故障,692
目標報表沒有正確篩選
排除逐層分析時出現的故障,691
目標環境
部署,327
目錄
部署內容,330
目錄,280

六劃
交叉資料表
溢位錯誤,674
交叉資料表的溢位錯誤,674
交互功能
報表中的控制項,41
任務
ad-hoc,408
Metric Studio 計量資料,419
任務收件匣,407
自動化,50
利益關人,412
完成,414
使用 URL 在 IBM Cognos 中執行,811
取消,415
定義,829
所有人,412
附註,408, 413
宣告,411
核准請求,408
停止,414
動作,411
通知請求,415
期限,413
開始,414
電子郵件通知,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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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所有權,413
潛在所有人,412
確認,417
篩選,407
優先順序,413
檢視檔案庫,418
歸檔,417
任務佇列計量資料
啟用,169
企業搜尋引擎,437
支援,437
安全性注意事項,437
全域篩選器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301
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動作,45
使用計量資料,300
頁面和儀表板,300
逐層分析報表,45
提示,45
全域變更
字型,529
品牌再造,528
將變更移轉到將來的版本,530
樣式表,529
共享
頁面,292
列印
PDF 手冊,595
重新啟動 Dispatcher 之後,699
設定印表機,54
列印報表,392, 686
PDF 中遺失影像,686
PDF 報表,686
列印 HTML 報表時出現令人不滿意的結果,687
故障排除,671
為 UNIX 和 Linux 列印伺服器自訂,567
印表機
設定,54
同步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使用者,423
待命 Content Manager,134
同時查詢執行,157
向下逐層分析,394
定義,830
故障排除,673
向下逐層分析動作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303

頁面和儀表板,303
譜系,374
向上追溯
定義,830
向上逐層分析,394
故障排除,673
向上逐層分析動作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303
頁面和儀表板,303
名稱空間,225
名稱環境,225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缺少群組成員,623
IBM Cognos,227
多個,225, 240
刪除,226
定義,830
重新建立,618
從 IBM Cognos Series 7 中使用,57
部署外部參考,328, 329
復原,226
無法登入,603
登入時進行故障排除,715
瀏覽外部,135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下載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文件,362
在 Portal Services 中, 圖示圖形不起作用,685
在辭典中找不到表格或視圖錯誤,676
多指令碼副檔名,749
多頁,782
多頁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5
建立儀表板,297
多個值
逐層分析,44
多種格式
無法選取,676
多語言資料的顯示,749
字元
編碼不支援,600
字元不正確顯示,612
字串
變更,570
字型
PDF 檔案,148
安裝,53
啟動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時未在 UNIX 上找
到,621
連結至核心字型,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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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529
變更 Report Studio 介面,533
變更預設值,529
存取
更多文件,40
存取控制資訊
包括在索引中,439
存取權限,237, 251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73
允許或拒絕,239
內建項目,743
安全功能和特性,251, 733
使用者,238
定義,830
拒絕對項目的,627
初始,731
頁面,292
匿名,259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存取 Series 7 報表,57
設定,240
項目所有權,239
預先定義的項目,743
樣式,478
憑證,242
存取權限,237
安全功能
Analysis Studio,245
Event Studio,245
IBM Cognos Viewer,245
Metric Studio,245
Query Studio,245
Report Studio,245
存取權限,251
初始存取權限,733
排程,245
詞彙,245
詳細的錯誤說明,245
管理,245
譜系,245
安全性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227
PDF 輸出的設定,376
Portal Services,508
介面細化,439
內建項目,259
功能和特性,245
企業搜尋引擎注意事項,437
存取權限,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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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後修改設定,261
有關整合 Windows 驗證的問題,621
每一個人群組,58
系統管理員角色,259
事件,591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231
拒絕對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存取,632
拒絕對項目的存取,627
初始政策,259
初始設定,259
計量資料套件,698
限制對 IBM Cognos BI 的存取,58
問題,627
密碼過期,627
設定,259, 261, 627
部署,239, 328
提供程式,225
無法登入,627
無法登入入口網站應用程式,629
登入 SAP 名稱環境時出現問題,630
項目未顯示,628
搜尋結果,439
資料來源,213
預先定義的項目,260
預設使用者,259
層級,649
模型,225
憑證無效,627
應用程式層級,227
關閉工具箱 widget,585
變更密碼,627
驗證,225
安全性問題,713
安全特性,245
存取權限,251
初始存取權限,733
安全模式檢視器,642
安全錯誤訊息, 檢視明細,99
安裝
COM 增益集,703
IBM Cognos BI 安裝損毀,714
IBM Cognos BI 於 Linux 上,612
目錄名稱的要求,606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6.0 中安裝 IBM Cognos 商業
套件,486
字型,53
問題,597

索引
測試,592
適用於 WebSphere Portal 的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檔案,482
安裝 IBM Cognos 商業套件,487
安裝目錄
重新命名或移動後出現問題,617
成員
IBM Cognos 群組和角色,234
逐層分析存取,446
成員唯一名稱
關係中繼資料,446
成員集
巢狀集或平行集重疊,661
百分比
值,673
自訂
IBM Cognos BI 功能,545
IBM Cognos BI 外觀,521
IBM Cognos Connection,530, 546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物件動作,552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頁首品牌,530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頁首背景色彩,531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入頁面,561
IBM Cognos Viewer,537
Query Studio 工具列按鈕,535
Query Studio 功能表色彩,534
Query Studio 圖形,534
Report Studio 介面,533
Report Studio 功能表色彩,533
Report Studio 字型,533
Report Studio 圖形,533
Report Studio 樣式表,533
WebSphere Portal 的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84
入口網站,283
入口網站圖形,531
自訂報表範本圖示,540
頁面中的字型,532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出,567
報表範本,539
報表輸出格式,559
提示頁面格式,538
樣式,522
歡迎頁面,530, 556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新增自訂標誌,532
自訂使用者介面
新增元素,759
隱藏元素,753

自訂性質
故障排除,721
自訂登出
URL 重導,567
自訂樣式
手動建立,527
使用樣式管理公用程式建立,525
建立,522
修改 XML 樣式檔案,526
自訂標誌
新增至入口網站橫幅,532
自動化任務,50
色彩
Query Studio 功能表,534
Report Studio 功能表,533
不顯示在範本中,660

七劃
佇列
管理,41
佇列計量資料
啟用,169
佇列限制
設定,147
伺服器
同時查詢執行,157
在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中重新配置
遠端伺服器,490
在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中啟動遠端
伺服器,490
群組名稱,141
管理,119
作用中報表,366
利益關係人
ad-hoc 任務,412
核准請求,412
刪除
Dispatcher,125
IBM Cognos Samples,89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任務,421
名稱環境,226
使用者設定檔,359
頁面,291
項目,279
標籤,296
刪除請求失敗,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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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完成
ad-hoc 任務,414
核准請求,414
完整外部結合,648
Oracle,650
快取
大小限制 Content Manager,136
工作階段,136
在 WebSphere Portal 中配置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484
為工作階段關閉,162
清除, 查詢服務,216
快取使用情況
查詢服務,216
快取管理
查詢服務,216
快速寄發
定義,830
部署結果,328
報表,392
快速寄發鍵
定義,830
快速瀏覽,29
我的收件匣
開啟,407
篩選其中的任務,407
檢視,407
我的頁面
新增 IBM Cognos Series 7 內容,57
我的資料夾
缺少標籤,684
我的資料夾,280
批次
報表,119
報表服務,119
批次報表服務,120
抑制
空值,351
改進
效能,140
更多選項
錯誤 0\:RSV-BBP-0027 錯誤,712
更新
索引,429
群組和角色,234
更新請求失敗,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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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目標報表中篩選資料
排除逐層分析時出現的故障,692
系統
存取統計數據,41
效能,103
執行狀況快照,41
系統事件,591
系統服務,122
系統計量資料
重設,117
輸出檔案,590
系統效能的計量資料,103
JVM,107
工作階段,104
佇列,105
計量資料清單,104
重新整理報表服務連線,117
程序,112
資料收集,103
請求,108
系統效能評估,114
系統管理員
部署,332
角色,232
IBM Cognos Controller,233
IBM Cognos Series 7,233
內建,259
安全性,231
安裝後修改設定,261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使用者介面,546
建立,233
執行報表,233
部署,332
新增和移除成員,234
新增通訊群組清單,233
預先定義,260
防火牆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227
防火牆安全性拒絕,711

八劃
事件
定義,830
記錄,92
檢視最新,405
檢視程式、安全性和系統,591
事件管理服務,119, 120

索引
使用者,231
IBM Cognos Series 7,231
內建,259
安全性,231
刪除和重新建立,231
刪除設定檔,359
系統管理員,259
使用記錄診斷特定使用者的問題,100
定義,830
匿名,259
匿名登入,265
區域設置,231
設定檔,357
經授權的,259
類別和權限,238
變更設定檔,358
使用者介面
已為管理員進行改進,40
元素,753
自訂元素,546
使用 system.xml 檔案隱藏元素,548
使用 URL 指令隱藏元素,547
新增元素,759
隱藏元素,753
顯示元素,549
使用者介面元素,753
使用者設定檔
預設,357
樣式,477
使用者通過驗證,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183
使用者憑證
RDS-ERR-1020,716
使用電子郵件傳送報表,391
例外
未處理,589
來回轉換安全
Series 7 PowerPlay Web 報表,729
日文字元,726
指定轉換,726
套用轉換和替代,728
配置公用程式,726
復原預設轉換設定,728
來源
部署環境,327
來源報表
捷徑,266

具名集
限制,396
巢狀集或平行集重疊,661
協同作業探索 URI
配置,168
協助工具支援
啟用,380
對報表輸出啟用,166
協定概要
Portal Services,509
取消
ad-hoc 任務,415
核准請求,415
取消註冊
Dispatcher,125
名稱環境,226
取消項目執行,307
始終提示 (性質值),711
忽略的參數
排除逐層分析到 PowerPlay Studio 時出現的故障,690
性質
.csv 輸出,573
TM1 Cube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770
TM1 Navigation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771
TM1 Websheet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772
工作,272
以所有人身份執行,271
代理程式,273, 402
多語言,378
多語言 IBM Cognos Series 7 報表和 Cube,399
來源報表,268
所有人,268
查詢服務,215
頁面,273
修改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匯入任務,422
格式,271
執行歷程記錄,268
捷徑,268
規則,274
報表輸出版本,268
提示值,271
項目,268
資料移動,222
語言,268, 271
螢幕提示,268
聯絡人,268
權限,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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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變更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匯入任務,422
變更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匯出性質,427
所有人
ad-hoc 任務,412
核准請求,412
所有選項
錯誤 0\:RSV-BBP-0027 錯誤,712
拒絕
核准請求,414
拒絕存取,239
拒絕存取錯誤,636
明細
減少部署,41
明細儲存格不顯示
排除逐層分析到 PowerPlay Studio 時出現的故障,690
服務,119
Agent Service,119
Content Manager,120, 133
Data Integration,120
Delivery Service,119
IBM Cognos BI,122
Metrics Manager,121
Planning 資料,121
人力任務,120
工作,121
工作服務,119
中繼資料,121
在網路中斷後無法啟動,604
批次報表,120
系統,122
事件管理,120
事件管理服務,119
查詢,122
索引更新,121
索引搜尋,121
索引資料,120
記錄,119, 121
停止和啟動,122
啟動,124
移轉,121
報表,119, 122
報表資料,122
無法啟動,599
註解,120
圖形,120
監控,121
監控服務,119

844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簡報,119, 122
東亞字元,707
版本
部署報表輸出,332
檢視舊版報表,382
物件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動作,552
移除動作,552
物件功能,39, 255
設定,257
詞彙,255
譜系,255
狀態
系統快照,41
知識庫,587
空白頁面
在 PDF 報表中排除,390
空值
SAP BW 資料來源的計算,664
計數彙總中的疑難排解,663
空值抑制,351
空閑連線逾時
查詢服務,215
初始安全性設定,259
表示式
大括號,649
表示式中的大括號,649
表格
記錄訊息的資料庫,789
從資料庫中刪除,613
附件
IBM Lotus Notes,582
附註,388
ad-hoc 任務,408, 413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刪除,389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修改,389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新增,388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檢視,389
核准請求,408, 413
啟用,388
非英文字元顯示為預留位置,682
非英文作業系統
對 .NET Framework 進行故障排除,706
非預期結果
分頁符號,673

索引

九劃
信任的憑證,242
建立,242
排程,242
信任網域錯誤
儲存配置時,616
保護
Content Store,262
Dispatcher,132
前提
部署,339
品牌再造,528
宣告
ad-hoc 任務,411
核准請求,411
客戶支援
聯絡 Cognos Software Services,587, 592
建立
Transformer 中的計算的欄,653
不同條件狀態指標的監視規則,386
特定條件的監視規則,385
索引,429
配置資料夾,126
建立套件
為 PowerCubes,351
為 SAP BW,351
建議內容,434
按優先順序排列查詢,159
指令
原生 SQL,786
停止代理工作階段,784
開始代理工作階段,784
資料庫,784
樣式管理公用程式,523
指令區塊
資料庫連線,206
指令碼
從資料庫中刪除表格,613
故障排除,695
Analysis Studio,687
Content Manager 無法啟動,605
IBM Cognos BI Administration,687
Report Studio,687
Word 2007,709
使用記錄的特定用途問題,100
計量資料轉儲檔案,590
執行, 檢視, 或列印報表,671

逐層分析,687
匯入 PowerPlay Studio 報表,705
資源,587
查詢
定義,830
按優先順序排列,159
查詢中的字串, 從數字搜尋字串轉換,161
查詢主題
DB2,648
查詢服務,122
分析快取使用情況,216
快取使用情況,216
快取管理,216
性質,215
空閑連線逾時,215
建立和排程管理任務,217
查詢計劃追蹤,215
執行追蹤,215
執行樹狀目錄追蹤,215
將模型寫入檔案,215
清除快取,216
管理,215
關閉查詢計劃快取,215
查詢服務快取任務
排程,216
查詢計劃快取追蹤
關閉,215
查詢計劃追蹤
查詢服務,215
查詢計算
計數彙總中的空值,663
查詢執行
同時,157
查詢樣式
在儀表板中,542
活動
管理,307
相關性
調整,434
背景
在圖表中進行疑難排解,659
範本中不顯示顏色,660
要求
安裝目錄,606
計量資料
定義,830
重設,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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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重設系統的,117
計量資料分數
屬性, 檢視,115
計量資料套件
DB2 錯誤,698
存取權限錯誤,698
定義,830
計量資料套件的存取權限錯誤,698
計量資料清單,45
計量資料維護任務失敗,698
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圖表,45
計量資料閾值
設定,116
計量資料轉儲檔案,590
故障排除,590
計算
莫名其妙的數字不一致,666
計算的欄
轉換為常規欄,653
負載平衡,142
Dispatcher,143
正在進行的請求因數,142
處理能力,141
重音字元
不正確顯示,612
重設
系統計量資料,117
計量資料,117
重新命名
Dispatcher,129
項目,274, 276
重新建立 Cognos 名稱環境,618
重新計算
Metric Studio 的衍生計量資料值,423
重新排序
標籤,296
重新提交失敗的,44
重新整理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720
快取資料,322
報表服務連線,117
限制內容搜尋,431
限制內容瀏覽,555
限制對 IBM Cognos BI 的存取,58
頁尾
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內容窗格中顯示,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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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291
內容,289
全域篩選器,300
共享,292
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動作,303
多個標籤,45
存取權限,292
自訂字型,532
自訂歡迎頁面,556
刪除,291
刪除標籤,296
性質,273
建立,291
建立標籤,294
首頁,297
逐層分析動作,304
新增互動功能,299
管理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289
編輯,292
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548
頁面和儀表板中的互動功能,299
頁首
在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 內容窗格中顯示,542
首頁
設定,297

十劃
值
百分比,673
個人化入口網站
SAP BW iView,488
個人資料夾,280
修補程式, Word,709
原生 SQL
指令,786
將備註新增至 SQL 敘述,212
套件,349, 647
公佈,42
在 IBM Cognos BI 中建立,350
在部署時關閉,331
定義,831
為 PowerCubes 建立,351
為 SAP BW 建立,351
設定逐層分析存取,449
逐層分析,445
部署,331
管理,42, 349

索引
編輯 SAP BW,351
選取可以使用的資料來源,355
檢視相關聯的資料來源,353
容量
Dispatcher,141
容錯移轉
多個 Dispatcher,131
效能
系統,103
系統評估,114
峰值時間,145
記錄層級,639
調整,140
變更預設服務設定,429
時區
設定,283
時間
設定峰值,145
時間表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任務,420
工作,322
多個項目,322
某月的最後一天,321
為某月的最後一天建立,321
基於事件的項目,325
基於觸發器,324
執行歷程記錄,320
設定優先順序,41
報表和報表視圖,319
提示,319, 320
項目,320
管理,313, 314, 319
管理已暫停的項目,311
管理未來的活動,309
憑證,242
變更憑證,322
書籤
為 IBM Cognos BI 項目建立,267
為逐層分析存取建立,445
書籤檢視器,777
核心轉儲檔案,100, 589
核准
核准請求,414
核准請求,408
完成,414
取消,415
拒絕,414

附註,408, 413
宣告,411
為其訂閱電子郵件通知,409
為其變更收件者,412
核准,414
停止,414
動作,411
期限,413
開始,414
撤銷所有權,413
優先順序,413
歸檔,417
格式
SSAS 2005 中消失,682
對小數的變更,655
格式化
.csv 輸出,573
CSV 格式的報表,377
Excel 格式的報表,376
HTML 格式的報表,376
Query Studio 的資料格式,568
XML 格式的報表,376
文字,529
色彩,529
報表,375
報表顯示非預期結果,663
樣式表,529
格式字串,180
特性,245
索引
包括遠端 PowerPlay Cube,432
收集統計資料,440
更新,429
建立,429
排除和項目類型,432
排除特定項目,432
排除項目的一部分,432
細化範圍,432
索引更新
執行選項,430
資料收集,433
索引更新服務,121
索引規則
儀表板,441
索引搜尋服務,121
索引資料服務,120
變更預設設定,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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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紙張大小
定義,271
缺少項目
故障排除,677
缺少類別
Transformer 模型,653
記憶體不足錯誤,647
在 HP-UX 中,680
記錄
本地查詢,93
使用者特定,100
服務,119, 121
訊息,92
訊息的資料庫表格,789
訊息的資料概要,789
訊息處理,91
設定,92
報表驗證層級,92
診斷特定使用者的問題,100
稽核報表,94
記錄目的
類型,91
記錄訊息,91
遠端 Log Server,91
記錄訊息的資料概要,789
記錄資料庫
刪除表格,613
記錄層級
設定,93
影響效能,639
記錄檔,587
Gateway 錯誤,588
Metric Studio,695
計量資料維護任務失敗,698
區域設置配置,588
執行時期,588
啟動配置,588
解除安裝,589
靜默模式,589
轉移,588
轉移摘要,588
訊息
記錄,92
配置
Dispatcher 和服務,140
iView,487
Shift-JIS 字元,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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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字元編碼,725
加密資訊時發生錯誤,616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配置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快取,474
在 WebSphere Portal 中配置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484
在 WebSphere Portal 中配置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
式的快取大小,484
計量資料轉儲,590
問題,612, 703
設定未套用,619
無法加密加密資訊,616
無法開啟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588
無法儲存,618
資料已鎖定,618
資料夾,126
網頁瀏覽器,55
鎖定檔案,588
閃爍,626

十一劃
停止
ad-hoc 任務,414
服務,122
核准請求,414
偏好設定
檢視隱藏的項目,278
偏好設定,283
副檔名
為 Excel 2002 變更,584
動作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自訂,552
移除,552
新增捷徑,555
憑證,242
隱藏,553
權限,238
動態 SQL
新增應用程式內容,38
匿名存取,705
定義,831
區域
定義,831
區域設置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183
不相符,642
在提示快取中覆蓋,137

索引
使用者,231
項目的排序,134
對報表資料服務進行故障排除,715
參數,440
商務鍵
用於逐層分析,448
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389
基於儲存格的報表
#NAME? 錯誤,707
基於檔案的資料來源
路徑,196
基於觸發器的排程,324
關閉,582
執行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任務,420
PowerPlay 報表,397
代理程式,401
報表,266, 366
項目歷程記錄,314
資料移動,221
執行時期參數
Portal Services,508
執行時間
最大值,151
執行索引更新,430
執行追蹤
查詢服務,215
執行報表
DPR-ERR-2082 錯誤,673
ORA-00907 錯誤,675
Query Studio 速度很慢,680
Report Studio 速度很慢,680
已排程報表失敗,676
不按安排執行,677
不按預期執行,675
在辭典中未找到表格或視圖,676
找不到資料庫錯誤,674
角色,233
故障排除,671
查詢花費很長時間來篩選非 ASCII 文字,680
效能問題,679
無法選取多種格式,676
執行樹狀目錄追蹤
查詢服務,215
執行歷程記錄
已排程項目,320
保留時間,316

檢視,314
執行優先順序,314
執行總計
故障排除,682
執行權限,237
安全功能和特性,251
密碼
SAP 名稱環境,630
已過期,627
密碼過期,627
專案
定義,831
備份,219
將通行證 ID 作為 URL 參數傳輸,508
將數字搜尋字串轉換為查詢中的字串,161
將模型寫入檔案
查詢服務,215
巢狀交叉資料表僅篩選某些項目
排除逐層分析時出現的故障,692
巢狀清單報表
升級後不執行,660
巢狀報表
故障排除,721
巢狀集
非預期的彙總值,664
常規欄
轉換為計算的欄,653
帶有雙引號的計算
模型錯誤,652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登出
自訂,567
捷徑
來源報表,266
建立,266
新增動作,555
排序
非英語區域設置,134
項目,280
資料夾,280
排除
索引項目,432
排除雙位元組字元集的故障,596
排程
在伺服器上設定觸發器事件,583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查詢服務快取任務,216
查詢服務管理任務,217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849

索引
捨入錯誤,666
啟用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之間的通訊,293
佇列計量資料,169
附註,388
計量資料轉儲,590
從數字搜尋關鍵字到查詢中字串的轉換,161
項目,268, 277
啟動
IBM Cognos 服務,619
Report Studio 未啟動,609
失敗且無錯誤,600
未找到頁面,607
使用 URL 的 IBM Cognos 元件,814
服務,122, 124
指令碼失敗,610
配置鎖定檔案,588
問題,597
從 AIX 進行連線時 DB2 傳回 SQL1224N 錯誤,604
無法下載 cognos.xts,610
無法啟動服務,599
無法開啟 IBM Cognos Connection,607
資源下載失敗,604
啟動服務時，Series 7 名稱環境不會初始化,636
啟動配置時發生 Java 錯誤,619
清除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拒絕表,423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和行事曆資料,423
Metric Studio 的稽核歷程記錄,423
清單
分組的清單中的小計,661
清單報表
更多或所有錯誤,712
產品區域
定義,831
產品語言
設定,283
新增至 IBM Cognos Viewer,537
移除
動作,552
區域設置對應的資料格式,571
移動
Dispatcher,126
部署檔案庫,342
項目,275
資料,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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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
system.xml 檔案,545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507
較新版本的介面自訂,530
移轉服務,121
統計資料
收集,440
統計數據
存取系統,41
組織
項目,274
莫名其妙的數字計算,666
處理容量,141
處理問題,707
處理錯誤
逾時,708
規則
性質,274
部署,335
規格
部署,327
規劃
部署,328
設定
Dispatcher 狀態掃描的頻率,131
Servlet Gateway 的 Dispatcher 掃描,132
目前執行報表選項,368
印表機,54
存取權限,240
首頁,297
索引資料服務,441
記錄,92
記錄層級,93
最長執行時間,151
期刊文件生成,152
進階目前執行選項,368
資料樹狀目錄顯示,349
預設報表選項,367
對安全功能和特性的存取,251
監視清單輸出生成,152
範例,66
設定政策權限,237
設定問題,703
設定無效
Content Store,600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600

索引
設定檔
使用者,357
樣式,477
編寫,252
貨幣
SSAS 2005 中消失的格式,682
顯示混合,365
通用報表
故障排除,677
通用對稱金鑰
處理請求時發生錯誤,628
通行證
定義,831
通知資料庫
刪除表格,613
通知請求,415
建立,416
確認,417
歸檔,417
讀取,417
通訊群組清單
建立,392
群組和角色成員,233
連接埠已在使用中,599
連結
部署後中斷,644
無法按一下,685
項目,279
連結的字型,707
連線
Dispatcher,146
OLAP 資料來源,81
設定數目,146
微調 Metric Studio,155
資料來源,75, 173
管理,133
遠端伺服器,492
連線池設定
Content Manager 資料庫,133
連線資訊
重新整理,117
連線資訊, 重新整理,117
逐層分析,443
IBM Cognos Visualizer 報表,463
PowerCubes 和套件,449
PowerPlay Studio 中不顯示排除項目的明細儲存格,690
PowerPlay Studio 中忽略的參數,690

PowerPlay 報表,464
一個目標報表,44
目標報表,394
目標報表中不顯示計算,691
目標報表中不顯示資料,692
目標報表中傳回的空儲存格,691
目標報表中顯示錯誤資料,692
目標報表沒有正確篩選,691
在 Analysis Studio 中設定目標,452
在 Safari 網頁瀏覽器中, 連結無效,688
在套件中定義存取,449
在套件中設定,449
在基於模型的報表中使用範圍,448
多個值,44, 460
成員和值,446
沒有在目標報表中篩選資料,692
使用 URL,445
使用一致維度,447
使用日期,449
使用成員唯一名稱,446
使用書籤,445
建立報表,460
指定逐層分析文字,463
故障排除,687
套件,445
商務鍵,448
基於報表的存取,444
基於模型的存取,444
巢狀交叉資料表僅篩選某些項目,692
從 Cube 到關係資料,688
從關係資料到 Cube,689
設定目標參數,451
逐層分析定義無法使用,691
報表格式,445
傳遞多個值,395
概念,444
路徑,444
對 PowerCubes 進行故障排除,689
選取內容,444
變更篩選行為,171
逐層分析,443
逐層分析存取
8.4 版中的新功能,39
除錯,458
逐層分析助手,458
逐層分析定義
除錯,458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851

索引
逐層分析助手,458
逐層分析定義無法使用,691
逐層分析動作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304
頁面和儀表板,304
逐層分析報表
隱藏,38
透過電子郵件連結檢視報表輸出時, 出現 SOAP 回應錯
誤,682
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表
關閉,581
部署,327
SAP Enterprise Portal 6.0,485
人力任務和註解服務,346
中斷連結,644
公共資料夾,330
外部名稱環境參考,328, 329
目錄內容,330
在 Oracle 或 WebSphere 應用程式伺服器上失敗,611
安全性,239, 328
更新的 PowerCubes,199
系統管理員,332
角色,332
定義,831
前提,339
建立匯出規格,340
指令行,327
套件,330
配置物件,345
將 Cognos iView 部署至 SAP Enterprise Portal 6.0,485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493, 501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 WebSphere
Portal,481
將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到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中,489
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部署至其他入口網站,481
移動檔案庫,342
規則,335
規格,327
規劃,328
部分部署,330
報表,327
減少明細,41
測試,345
匯入,343
匯出,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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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332
資料,339
資料來源,333
整個 Content Store,329
檔案庫,327
權限,339
部署選項
部分,332
部署檔案
定義,831

十二劃
備份
復原檔案,219
資料,219
備註
Cognos SQL,212
在 Cognos Viewer 中管理,38
原生 SQL,212
新增至儲存的報表,38
最佳化
效能,140
模型,140
單一登入,705
IBM Cognos BI 和 PowerPlay,397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183
Microsoft SQL Server,186
Portal Services 的問題,629
有關整合 Windows 驗證的問題,621
拒絕對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存取,632
非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72
報表,266, 365
Analysis Studio,365
CSV 格式,377
Excel 格式,376
HTML 格式,376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 IBM Cognos Series 7,396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的提示報表,711
IBM Cognos Series 7,397
IBM Cognos Series 7 多語言性質,399
PDF 格式,376
Query Studio,365
Report Studio,365
XML 格式,376
不包含資料,668
不使用資料而在 Query Studio 中建立,372
允許提示清單,383

索引
分發,391
以電子郵件傳送,391
目前執行選項,368
目標,44
列印,392
向下逐層分析,394
向上逐層分析,394
在 PDF 報表中排除空白頁面,390
在工作階段過期之後執行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報表,711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和 Cognos Viewer 中的輸
出格式,559
作用中,366
快速寄,392
使用者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存取 Series 7,57
使用提示,43
使用樣式自訂報表,529
使用稽核,98
定義,831
附註,388
建立,372
建立可存取的,166, 380
建立通訊群組清單,392
建立視圖,373
指定預設提示值,379
為多語言配置,53
重新執行失敗的,316
重新提交失敗的,44
格式,375
缺少報表物件,709
基於儲存格的 #NAME? 錯誤,707
執行,266, 366
將 IBM Cognos Series 7 移轉到 IBM Cognos BI,140
將報表輸出儲存至檔案,44
帶引號的報表名稱,711
從提示清單中移除,383
從提示清單中移除使用者,384
控制交互功能,41
排程,319
排程某月的最後一天,321
啟用附註,388
啟用監視規則,385
設定佇列限制,147
部署,327
提示, 故障排除,709
提示報表的格式,711
殘障人士的可存取性,365

無法在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中檢視報表,713
無法存取 Series 7 報表,636
超出 RDS 資料限制,708
進階目前執行選項,368
開啟,366
匯入 PowerPlay Studio,705
匯入報表內容時進行故障排除,711
新增多語言性質,378
新增自訂範本,539
新增至提示清單,383
預設語言,378
預設選項,367
對巢狀報表進行故障排除,721
對報表轉譯問題進行故障排除,708
監視規則,384
儀表板中的顯示問題,642
編輯,374
選擇語言,377
遺失圖表或影像時進行故障排除,709
儲存,391
儲存的報表中的備註,38
檢視,366
檢視舊版,382
關閉作為電子郵件附件,581
變更 PowerPlay 預設,398
報表不包含資料,668
報表分配
問題,668
電子郵件通知中的報表連結無法使用,668
報表服務,119, 122
連線,117
進階性質,577
進階設定,683
報表訂閱,43
報表規格
升級,346
自訂範本,539
定義,831
缺少內容,721
解析報表樣式時進行故障排除,718
報表資料服務,119, 122
指定 Gateway 對映,129
報表資料服務 (RDS)
已編號的錯誤訊息,713
不可用伺服器, 故障排除,708
取消請求,717
建立報表檢視, 故障排除,717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853

索引
配置, 故障排除,717
區域設置的可擷取性, 故障排,715
處理請求, 故障排除,710
報表大小限制,155
無法連線至 PowerPlay 企業伺服器,715
超出資料限制錯誤,708
報表樣式
在儀表板中,542
報表範本
自訂圖示,540
報表輸出
定義,831
保留時間,383
儲存至檔案,44
檢視,382
報表輸出檔案
儲存,163, 379
儲存在 IBM Cognos BI 中,164
儲存在 IBM Cognos BI 外部,164
報表檢視
定義,831
報表驗證層級,92
復原
名稱環境,226
資料,219
範例資料庫,67
提示
已排程項目,319, 320
自動調整大小,577
快取資料,322
定義,832
指定預設報表值,379
頁面格式,538
報表,43
鍵圖,649
提示快取
覆蓋區域設置,137
提示清單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檢視,286
為代理程式允許,404
為代理程式刪除,405
為代理程式移除,404
為報表允許,383
從監視項目中移除,286
報表,383
提示報表
提示值的格式不正確,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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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提示答案進行故障排除,718
錯誤訊息,716
提供程式
安全性,225
期刊文件設定,152
期限
核准請求,413
測量
未針對逐層分析進行篩選,460
格式字串,180
測試
Dispatcher,130
元件,592
安裝範例,592
查詢主題,648
部署,345
無法反序列化內容屬性,611
無法加密加密資訊,616
無法存取 URL 處的服務,647
無法從 Event Studio 呼叫 SDK,669
無法開啟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588
登入,265
多個名稱環境,240
資料來源,201, 243
登入頁面
CSS 樣式,565
內容巨集,563
用於自訂的 JavaScript 函數,566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561
使用者介面元素名稱,563
建立區分區域設置的登入頁面,562
啟用自訂,562
設定和配置,562
說明,561
範例,567
覆蓋使用者介面元素名稱,563
登入問題
SAP 名稱環境,630
登入範本
建立,562
登出,265
程序
BI Bus 伺服器在關閉之後仍保留在記憶體中,639
Dispatcher 容量,141
設定數目,146
結合
Oracle,650

索引
內部,650
完整外部,648
結果相關性
調整,434
虛擬個人資料庫
Oracle 資料庫,205, 209
註解
已完成的生命週期,170
註解服務,120
部署,346
詞彙,168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物件功能,255
診斷,91
診斷工具,593
象形文字
定義,832
進階性質
報表服務,577
進階索引設定,440
進階配置設定
RSVP.RENDER.VALIDATEURL,814
開始
ad-hoc 任務,414
核准請求,414
開啟
Business Insight,305
PowerPlay 報表,397
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開啟代理程式,403
報表,366
階層架構
DB2 OLAP,180
項目
已排程,313
已暫停,311
代理程式,401
未來的,309
未顯示,628
目前,307
刪除,279
取消執行,307
性質,268
建立書籤,267
指定備用圖示,281
重新命名,274, 276
重新執行失敗的,316
剪下,551

基於事件排程,325
執行歷程記錄,314
執行優先順序,314
排序,280
排程,320
排程某月的最後一天,321
啟用,268, 277
移動,275
組織,274
貼上,551
搜尋,281
過去的,309
管理,307
暫停執行,307
複製,275, 551
選取連結,279
檢視,278
隱藏,38, 277
關閉,277

十三劃
傳回值
cogconfig.sh 不符合 UNIX,613
傳送
服務,119
匯入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資料,421
配置,345
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匯入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472
範例,85
匯入內容精靈
無法開啟,720
匯入資料
IBM Cognos BI,343
規則,335
匯出,340
CWM 檔案,650
建立規格,340
資料,340
彙總
FOR 子句,664
故障排除,671
對執行總計進行故障排除,682
範例和時間維度,63
彙總值
使用巢狀集時非預期,664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855

索引
微調
Metric Studio 連線,155
搜尋
多語言,283
限制,431
項目,281
搜尋索引
更新,430
搜尋規則
儀表板,441
搜尋結果
保護,439
搜尋關鍵字, 數字, 轉換為查詢中的字串,161
新聞項目
定義,832
新聞項目標題
接收,405
新增
附註,388
新增功能
10.1.0 版,31
8.3 版,40
8.4 版,37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38
群組,232
IBM Cognos Controller,233
內建,259
安全性,231
安裝後修改設定,261
自訂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使用者介面,546
定義,832
建立,233
缺少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中的成員,623
部署,332
新增和移除成員,234
新增通訊群組清單,233
詳細的錯誤說明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資料
IBM Cognos Samples,66
已被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鎖定,618
在 Metric Studio 中不顯示 PowerCube,697
在 Metric Studio 中不顯示平面檔案資料,697
在 Metric Studio 中不顯示關係資料,697
多語言範例,749
指定資料來源,173
部署,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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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219
匯入,343
匯出,340
檢視譜系,373
資料大小限制,716
資料收集
設定預設,433
資料夾
公共,280
在部署時關閉,331
我的資料夾,280
建立,280
個人,280
配置,126
排序,280
部署公共,330
資料來源,173
Cube,175
DB2,174
DB2 OLAP,179, 180
IBM Cognos Finance,175
IBM Cognos Now! - Real-time Monitoring,175
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175
IBM Cognos Planning - Series 7,175
IBM Cognos Virtual View Manager,189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服務,182
Informix,182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0 (MSAS),183
Microsoft SQL Server,186
Microsoft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2005 (SSAS
2005),183
Microsoft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2008 (SSAS
2008),183
ODBC,188
Oracle,190
Oracle Essbase,179
PowerCubes,175
SAP Business Information Warehouse (SAP BW),191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192
TM1,193
XML 檔案,195
以多個名稱環境為基礎進行保護,240
安全性,213
到基於檔案的資料來源連結的路徑,196
定義,832
建立,196
建立登入,201
指令,783
指令區塊,210

索引
指令區塊範例,207
修改來源,201
修改連線,199
套件視圖,353
連線指令,784
連線逾時,200
部署,333
登入,201, 243
新增連線,199
資料庫指令,205
隔離層級,203
範例連線,75
憑證,201, 243
選取可以用來建立套件的,355
資料來源連結
變更,199
資料來源登入
建立,201
變更,201
資料庫
IBM Cognos Samples,66
在 Event Studio 中復原為原始狀態,89
刪除表格,613
非英語區域設置項目的序,134
指令,205, 784
指令區塊,210
指令區塊範例,207
為多語言配置,53
原生 SQL 指令,786
缺少批量載入公用程式,624
記錄訊息的表格,789
停止代理工作階段,784
開始代理工作階段,784
資料庫清除指令碼,613
資料庫連線
建立,635
指令區塊,206
連線至 SQL Server,635, 636
無法選取 ODBC 作為類型,635
資料格式
為 Query Studio 自訂,568
為區域設置移除,571
為區域設置新增,571
變更順序,570
資料移動,221
平衡執行負載,144
性質,222

執行,221
檢視,223
資料塑形,349
資料樹狀目錄顯示設定,349
資料儲存
一致維度,447
資料擷取
對基於 SAP 的資料來源進行疑難排解,653
資料類型
圖形,648
資源,587
故障排除,587
資源下載失敗,604
路由報表
設定伺服器群組名稱,141
跳出式視窗攔截,609
載入
降低 Content Manager 負載, 使用者工作階段檔案,136
載入訊息
儲存報表花費很長時間,669
過去的
活動,309
項目,309
過期的工作階段,711
過期密碼,631
遍訪
權限,237
逾時,147
為 Content Manager 資料庫連線指定,133
處理錯誤,708
資料來源連結,200
隔離層級
資料來源,203
電子郵件
設定附件的壓縮,154
設定最大附件大小,153
電子郵件通知
ad-hoc 任務,409
核准請求,409
零除
疑難排解,659
預先定義的項目,260
初始存取權限,743
預設
iView 內容和外觀,488
PowerPlay 報表,398
代理程式性質,402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857

索引
使用者、群組與角色,259
使用者設定檔,357
服務,124
報表執行選項,367
報表提示值,379
報表語言,378
資料移動性質,222
樣式,528
預設動作
代理程式的,45
預覽模式
Query Studio,568

十四劃
圖示
自訂報表範本,540
為項目指定備用,281
圖形
Query Studio,534
Report Studio,533
介面影像,528
自訂入口網站介面,531
圖形資料類型,648
圖表
不顯示,683
每隔一個標籤顯示,659
限制,686
匯入後的報表中遺失,709
對灰色漸層背景進行疑難排解,659
對軸標籤進行疑難排解,659
關閉透明度,683
對 IBM Cognos Analysis for Microsoft Excel 進行故障排
除,703
對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進行故障排除,703
對 IBM Cognos Office 進行故障排除,703
對小數格式的變更,655
對報告資料服務進行故障排除,703
對照順序
區分大小寫,600
對資料擷取進行疑難排解
Transformer 中的 SAP 資料來源,653
撤銷
ad-hoc 任務,413
核准請求,413
漢字字元
故障排除,707

858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疑難排解
IBM Cognos Metric Designer,695
IBM Cognos Metric Studio,695
SAP BW 資料來源,633
Transformer 中的 SAP 不平衡階層架構,653
分配報表,668
在 Transformer 模型中缺少類別,653
記錄,91
記錄訊息,92
從基於 SAP 的資料來源進行的資料擷取,653
製作報表,659
監控
事件,92
服務,119
監控服務,121
監視清單
定義,832
監視清單輸出
生成,152
監視規則,43, 384
在 Cognos Viewer 中修改,387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檢視,286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刪除,387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檢視,387
定義,832
定義提示明細,387
為不同條件狀態指標建立,386
為特定條件建立,385
啟用,385
監視項目,43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檢視,286
移除提示清單,286
規則性質,274
監督者限制設定
故障排除,716
報表資料服務的報表大小,155
管理
IBM Cognos BI,49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419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伺服器,42
非根資料夾中的套件,42
索引搜尋,429
管理員
改進的使用者介面,40
算術溢位錯誤,678

索引
網頁瀏覽器
配置,55
啟動網頁入口網站時發生錯誤,607, 609
無法存取說明,595
網路中斷
服務無法啟動,604
綱要
資料來源指令,783
維度
為逐層分析存取而一致,447
重疊具名集層級,661
維度塑型關係資料來源
對效能問題進行故障排除,675
語言
8.4 版中的新支援,37
OLAP 資料來源,673
SAP BW 資料來源,378
不相符,642
升級後不相容,612
在 SAP BW 查詢中不正確,648
使用範例時, 混合,676
為報表選擇,377
報表的預設,378
對套件子機碼進行故障排除,706
轉換表,612
說明
無法啟動,595
遠端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Web 服務
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匯入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472
遠端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Web 服務,472
遠端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 Web 服務 (Web Services for
Remote Portlets, WSRP)_
定義,832
遠端伺服器
在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中重新配
置,490
在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中啟動,490
連線,492
儀表板,45, 297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304
全域篩選器,300
向上逐層分析和向下逐層分析動作,303
多頁入口網站應用程式,297
建立,297
索引建立,441
逐層分析動作,304

報表樣式,542
新增互動功能,299
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548
類型,289
顯示報表時遇到的問題,642
寫入權限,237
層級
安全性,649
成員唯一名稱,446
影像
Microsoft Excel 中的多個影像,710
PDF 報表中遺失,686
匯入後的報表中遺失,709
影像檢視器,778
數字格式,180
數字搜尋字串, 轉換為查詢中的字串,161
暫存目錄
重新安裝前刪除,616
暫存物件位置,136
暫停
項目,307
樣式,467, 477, 528
Corporate,528
手動建立自訂,527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選擇,283
存取權限,478
使用者設定檔,477
建立,478
建立自訂,522
頁面,291
修改,479
套用了錯誤的樣式,685
產品預設,528
預先定義的,521
樣式表
修改 IBM Cognos Viewer,537
修改 Query Studio,534
修改提示頁面,538
格式化,529
樣式管理公用程式,522
建立自訂樣式,525
指令行語法,523
標誌
新增自訂,532
標籤
在 CSV 輸出中重複,576
刪除,296
管理和安全性指南 859

索引
重新排序,296
新增,295
管理,294
隱藏,561
模型,349
定義,832
為範例修改,85
備份,219
最佳化,140
資料庫範例,87
範例模型和套件,64
模型錯誤
帶有雙引號的計算,652
對匯入進行疑難排解,651
潛在所有人
ad-hoc 任務,412
核准請求,412
熱修補程式 (Word 2007),709
熱點, 限制,152, 543

十五劃
確認
通知請求,417
稽核記錄,91
記錄目標,91
稽核報表,94
新範例,42
範本
Report Studio,539
不顯示背景色彩,660
自訂報表規格,539
定義,832
變更 Query Studio 的預設,573
範例,61, 587
Cube,65
Essbase Cube,80
Event Studio,87
GO 資料倉庫,64
GO 銷售交易資料庫,65
Great Outdoors 公司,62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Services,78
Metric Designer,66
Metric Studio,83
MSAS Cube,77
OLAP 資料來源,81
Shift-JIS 編碼,726
TM1,78
自訂提示標題,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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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登入頁面,567
刪除,89
使用,592
使用多語言資料,749
使用指令碼為 DB2 復原備份檔案,69
使用指令碼為 Oracle 復原備份檔案,73
員工,63
套件,66
設定,66
復原範例資料庫,67
測試安裝,592
匯入,85
新稽核報表,42
資料來源連結,75
資料庫、模型和套件,64
對混合語言進行故障排除,676
模型,87
銷售與行銷資料,63
範圍
用在逐層分析存取中,448
編寫
啟用 Report Studio 模式,42
編寫設定檔
快速,252
編寫模式
Report Studio,42
編碼值,575
編輯
iView,487
頁面,292
報表,374
複製
項目,275
請求
負載平衡,141
處理,146
調整
伺服器效能,140
調整結果相關性,434

十六劃
憑證,265
定義,832
信任的,242
資料來源,201, 243
變更排程,322
憑證無效,627

索引
憑證機構 (CA)
安全性錯誤,717
無法建立信任關係,713
整合
Google Search Appliance,435
IBM OmniFind Enterprise Edition,435
IBM OmniFind Yahoo! Edition,435
Web 搜尋服務,435
整合 Windows 驗證
問題,621
歷程記錄
部署,345
篩選
從 IBM Cognos Series 7 逐層分析至 IBM Cognos BI,464
逐層分析, 描述性維度,460
逐層分析, 測量,460
對 make_timestamp 欄進行疑難排解,668
變更逐層分析篩選行為,171
篩選器
in_range,577
Query Studio,674
全局,45
螢幕閃爍,626
親和力設定,146
輸出檔案
系統計量資料,590
選項
目前報表執行,368
為 PDF 格式設定進階,371
報表執行預設,367
進階目前執行,368
錯誤
CNC-ASV-0007,644
ESSBASEPATH,622
升級後報表的解析錯誤,674
升級報表時發生應用程式錯誤,660
防火牆,690
計數彙總中的空值,663
將轉換檔案匯入至 Map Manager,693
帶有雙引號的計算,652
遞迴演算,678
憑證已過期,628
錯誤 0\:RSV-BBP-0027,712
錯誤訊息
BAP-ERR-0002,679
BAPI-MDDATASET_CHECK_SYNTAX,679
bo\:heap 緩衝區溢位,704
CAM-AAA-0096,631

CAM-CRP-1064,603
CAM-CRP-1315 目前配置指向其他信任網域,616
CAM.AAA,676
CFG-ERR-0106 Cognos Configuration 未收到回應,597
CGI 逾時,624, 679
CM-CFG-029 Content Manager 無法確定,620
CM-CFG-5036,637
CM-SYS-5007,637
CM-SYS-5063,637
CMM-APP-3254 Metric Store 初始化失敗,624
CNC-ASV-0001,669
CNC-GEN-2107,686
COC-ERR-2005 匯入失敗,720
COC-ERR-2006 無法載入入口網站樹狀目錄,720
COC-ERR-2014 重新整理失敗,720
COC-ERR-2015 無法開啟匯入精靈對話方塊,720
COC-ERR-2301 登入失敗,720
COC-ERR-2303 報表無效，無法進行轉譯,721
COC-ERR-2305 Microsoft Excel 傳回錯誤,721
COC-ERR-2308 報表規格為空,721
COC-ERR-2603 必須在匯入任何內容之前為簡報新
增投影片,721
COC-ERR-2607,721
COC-ERR-2609,721
COI-ERR-2002 區塊類型無效,722
COI-ERR-2005 此版本的 Microsoft Office 不受支援,722
COI-ERR-2006 此 Microsoft Office 產品不受支援,722
COI-ERR-2008 無法從資源擷取,722
COI-ERR-2009 無法執行此作業，因為 Microsoft Excel
處於編輯模式下,723
COI-ERR-2010 名稱 {0} 無效。名稱中不得同時包含
引號 (") 字元和撇號 (') 字元,723
COI-ERR-2011 伺服器未傳回預期的回應,723
COI-ERR-2305 無法執行此作業，因為 Microsoft Excel
處於編輯模式下,724
COI-ERR-2307 登入失敗,724
COI-ERR-2611 找不到說明檔案,724
DIS-ERR-3115 任務執行失敗,624
Dispatcher 無法處理請求,710
DPR-ERR-2014,606
DPR-ERR-2022 未產生任何回應,609
DPR-ERR-2056 報表伺服器沒有回應,589
DPR-ERR-2058,605, 607
DPR-ERR-2079,620, 690
DPR-ERR-2082,673
Excel 活頁簿非預期關閉,706
HRESULT,668
HTTP 錯誤 40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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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IBM Cognos Office 無法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中初始化,703
IBM Cognos Office 無法在 Microsoft Office 中初始
化,703
IBM Cognos Office 無法建立信任關係,713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619
java.lang.StackOverflowError,669
MDS-RUN-3213 找不到資料庫批量載入公用程式,624
Microsoft Office Excel 未開啟透過 IBM Cognos Office
公佈的活頁簿,704
OP-ERR-0199,660
OP-ERR-0201,661
ORA-00907,675
PCA-ERR-0057,678
PRS-CSE-1255,603
QE-DEF-0068,635, 683
QE-DEF-0177,648, 674
QE-DEF-0259,649
QE-DEF-0285,635, 683
QE-DEF-0288,674
QE-DEF-0325,635, 683
RDS-ERR-1000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處理內容提供程式
的回應,713
RDS-ERR-1001 無法執行 PowerPlay 報表,714
RDS-ERR-1003 無法讀取檔案,714
RDS-ERR-1004 無法透過 IBM Cognos BI 建立連線,714
RDS-ERR-1005 無法取得 IBM Cognos BI 的登入要
求,715
RDS-ERR-1011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擷取區域設置,715
RDS-ERR-1012 IBM Cognos Content Service 找不到內
容提供程式,715
RDS-ERR-1013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查詢 Content
Manager,715
RDS-ERR-1014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建立文件物件,715
RDS-ERR-1015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建立新的文件版
本,715
RDS-ERR-1016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建立新的文件內容
物件,715
RDS-ERR-1018 無法執行 IBM Cognos BI 報表,715
RDS-ERR-1019 IBM Cognos Content Service 無法從
IBM Cognos Connection 擷取入口網站資訊,716
RDS-ERR-1020 目前提供的憑證無效,716
RDS-ERR-1021 無法執行 IBM Cognos BI 報表，因為
它包含回答的提示,716
RDS-ERR-1022 報表資料服務收到的請求無效,716
RDS-ERR-1023 無法執行報表，因為它超出了管理員
設定的報表資料服務資料大小限制,716
RDS-ERR-1027 無法確定 PowerPlay 伺服器的編碼,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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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ERR-1028,715
RDS-ERR-1030 嘗試建立連線時出現安全性錯誤,717
RDS-ERR-1031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擷取報表的中繼資
料,717
RDS-ERR-1033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建立報表視圖,717
RDS-ERR-1034 無法從 IBM Cognos BI 擷取報表的報
表規格,717
RDS-ERR-1037 無法更新報表資料服務的配置,717
RDS-ERR-1038 無法確定伺服器區域設置,717
RDS-ERR-1039 無法取消請求。不再執行此請求,717
RDS-ERR-1040 已取消具有交談 ID 的交談,717
RDS-ERR-1041 無法刪除物件 (物件 ID),718
RDS-ERR-1042 找不到提示答案,718
RDS-ERR-1043 無法解析樣式定義,718
RDS-ERR-1044 無法擷取所請求版本的輸出,718
RDS-ERR-1045 未產生 LayoutDataXML 輸出,718
RDS-ERR-1047 無法處理 XML 輸出流,719
RDS-ERR-1048 無法處理內容選取規格,719
RDS-ERR-1049 報表資料服務無法在 Content Store 中
建立物件,719
RDS-ERR-1050 對 IBM Cognos BI 報表執行逐層分析
作業,719
RDS-ERR-1053 報表資料服務接收到的憑證格式無
效,719
RDS-ERR-1055 嘗試載入支援的轉換格式時發生錯
誤,719
RDS-ERR-1057 報表資料服務處理請求時發生執行時
錯誤,719
RDS 伺服器不可用,708
RQP-DEF-0114,612
RQP-DEF-0177,678
RSV-DR-0002,673
RSV-SRV-0025,668
RSV-SRV-0040,660
RSV-SRV-0066,612
SBW-ERR-0020,643
Servlet 類無法在 WebLogic 中載入,625
SoapSocketException,605
SQL1224N,604
UDA-SQL-0031,635, 683
UDA-SQL-0107,635, 648
UDA-SQL-0114,648, 668, 674, 678
UDA-SQL-0206,668
UDA-SQL-0208,635
UDA-SQL-0564,678
UDA-TBL-0004,674
未找到頁面,607
交叉資料表的溢位錯誤,674

索引
在 IBM Cognos Report Studio 中使用 [另存新檔] 指令
後，報表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工作中不可
用,706
在辭典中未找到表格或視圖,676
安全,99
找不到 SQL Server,636
找不到頁面,682
使用,587
具有多個影像的儲存格中顯示錯誤編號,710
拒絕存取,636
物件參照未設定為物件的實例,712
按一下檢視報表後無法檢視報表,713
指定的資源下載失敗,604
格式錯誤的請求,611
缺少項目,677
記憶體不足,680
密碼過期,627, 631
您已選擇下載檔案,610
報表資料服務 (RDS) 已編號的錯誤訊息,713
提示報表,716
無法反序列化內容屬性,611
無法加密加密資訊,616
無法平衡載入請求,606
無法展開此項目,712
無法從 IBM Cognos BI 中開啟已公佈的 Microsoft
Office 文件,705
無法轉譯此報表,708
超出 RDS 資料限制,708
匯入後的報表遺失圖表或影像,709
損壞的加密資訊,619
憑證無效,627
錯誤編號
對 Microsoft Excel 中的情況進行故障排除,710
閾值
設定計量資料,116
優先順序
ad-hoc 任務,413
核准請求,413
儲存
IBM Cognos BI 中的報表輸出檔案,164
IBM Cognos BI 外部的報表輸出,164
花費很長時間,669
報表,391
報表輸出檔案,163, 379
儲存代理程式時電子郵件訊息中的超連結被去除,668
儲存程序
無法使用 IQD 檔案,652

應用程式伺服器
Servlet 類無法在 WebLogic 中載入,625
執行 IBM Cognos BI 時出現問題,617
啟動指令碼失敗,610
應用程式層元件
Log Server,91

十七劃
檔案
未找到,607
檔案庫
部署,327
檔案類型
註冊,704
檢視
代理程式,402
報表,373
資料移動,223
檢視事件,591
檢視報表,366
故障排除,671, 677, 681
透過電子郵件連結檢視時, 出現 SOAP 回應錯誤,682
環境
設定多語言,51
總計
對執行總計進行故障排除,682
聯絡 Cognos Software Services,587, 592
聯絡人
定義,833
建立,392
鍵圖
提示,649
鍵盤
導覽問題,618
隱藏
使用者介面元素,546, 547, 548, 753
物件動作,553
頁面和儀表板中的使用者介面元素,548
逐層分析報表,38
無法存取的標籤,561
項目,38, 277
隱藏的項目,277
檢視,278
韓文字元
升級後顯示不正確,612
在 Linux 上安裝期間發生損毀,609
故障排除,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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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劃
叢集相容模式,143
歸檔
ad-hoc 任務,417
任務,417
核准請求,417
通知請求,417
瀏覽
內容,555
控制外部名稱環境,135
瀏覽器
框線,305
邊框,305
瀏覽器設定,685
簡化的部署和管理
啟用 Report Studio 編寫模式,42
簡報服務,122
簡體中文
故障排除,707
轉換檔案
匯入至 Map Manager 時出現問題,693
轉儲檔案,589
鎖定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73
雙字節字元
不正確顯示,612
雙位元組字元集
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排除故障,596

十九劃
譜系
IBM InfoSphere Metadata Workbench,167
IBM Metadata Workbench,373
向下逐層分析動作,374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物件功能,255
配置,167
檢視,39, 373
贊助連結,434
邊框
瀏覽器,305
關係報表
對 Cube 的逐層分析進行故障排除,689
關係資料來源
缺少成員或無法存取,623
關閉
IBM Cognos 通行證 ID 的傳輸,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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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73
工作階段快取,162
內容維護工作,87, 139, 218
在部署時關閉套件,331
在部署時關閉資料夾,331
存取報表,365
安全錯誤訊息,99
建立核心轉儲檔案,100
查詢計劃快取,215
基於選取的互動功能,389
基於觸發器的排程,582
程序保留在記憶體中,639
項目,277
電子郵件中的報表附件,581
圖表透明度,683

二十劃
觸發器事件
為排程設定觸發器,583

二十一劃
屬性
計量資料分數,115

二十二劃
權限,237
Metric Store,699
允許或拒絕,239
母/子,239
在 Business Insight 中存取報表,746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251
刪除群組和角色,240
性質,270
動作,238
執行,237
設定政策,237
部署,239, 339
遍訪,237
寫入,237
讀取,237
權限,237
歡迎頁面
自訂,530, 556
讀取
通知請求,417
讀取權限,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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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劃

AIX

變更的功能
8.3 版,46
8.4 版,40
顯示
使用者介面元素,549
混合貨幣,365
顯示服務,119
驗證,225, 227
Active Directory 不能進行單一登入,631
CAM-AAA-0096 錯誤,631
URL,814
使用者,265
使用者通過,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183
定義,833
提示,240
無法驗證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使用者,632
無法驗證使用者,631
過期密碼,631
驗證提供程式,225
定義,833
問題,631

連線至 DB2 資料庫時發生錯誤,604
Analysis Studio
Cube,365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自訂樣式,521
故障排除,687
限制熱點,152, 543
設定逐層分析目標,452
報表,365
報表性質,271
資料樹狀目錄顯示設定,349
錯誤的貨幣符號,655
API,50
ASCII
安裝目錄的要求,606

A
Active Directory
通訊群組清單作為群組和角色的成員,233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
不能進行單一登入,631
缺少群組成員,623
Active scripting
在網頁瀏覽器中啟用,55
ad-hoc 任務,408
完成,414
取消,415
附註,408, 413
宣告,411
建立,409
為其訂閱電子郵件通知,409
為其變更收件者,412
停止,414
動作,411
期限,413
開始,414
撤銷所有權,413
優先順序,413
歸檔,417
Agent Service,120

B
BAP-ERR-0002 錯誤,679
BAPI 錯誤
編輯提示規格檔案,651
BEA WebLogic
解析程式與報表資料服務衝突,713
bo\:heap 緩衝區溢位
故障排除,704
Business Insight Advanced
快速編寫設定檔,252

C
C8DB2.sh 指令碼
錯誤,620
CAF,814
CAM-CRP-1071,628
CAM-CRP-1157 錯誤,599
CAM.AAA 錯誤,676
cast_Date 函數
故障排除,674
CCLAssert 錯誤訊息,700
CGI 逾時錯誤,624, 679
CLOB
Oracle,647
CM-SYS-5001 Content Manager 發生內部錯誤,621
CM-SYS-5007 錯誤,605
cmm_support_bundle,696
CNC-ASV-0001 錯誤,669
CNC-ASV-0007 錯誤,644
CNC-GEN-2107 錯誤,686
COC-ERR-2609 錯誤,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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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config.sh 傳回代碼
不符合 UNIX,613
cogformat.xml 檔案
為區域設置新增資料格式,571
修改,569
移除區域設置對應的資料格式,571
Cognos BI,66
Cognos Software Services,587, 592
Cognos SQL
將備註新增至 SQL 敘述,212
Cognos Viewer
關閉工作階段快取,162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507
部署至 SAP Enterprise Portal 6.0,485
無法登入,629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67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的根目錄名稱
變更,507
Cognos 入口網站應程式
性質頁面顯示不正確,642
Cognos 名稱環境
重新建立,618
cogroot.link 檔案,617
cogstartup.lock 檔案,588
cogstartup.xml 檔案
檔案無效,619
cogstartup.xml 檔案無效,619
COM 增益集
Excel 活頁簿非預期關閉,706
Composite Information Server
8.4 中的變更,40
composite 軟體,189
Content Manager
同步待機,134
快取大小限制,136
定義,829
服務,119
物件,731
初始存取權限,731
降低負載, 使用者工作階段檔案,136
控制外部名稱環境的瀏覽,135
連線的最大數,133
無法啟動,605
進階設定,133
解析無回應,715
資料庫連線池設定,133
嘗試註冊 Dispatcher,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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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通訊問題進行故障排除,717
錯誤訊息,620
Content Manager 服務,120
Content Store
DB2 和 Java 的相容版本,599
升級,604
在 Oracle 中初始化時發生錯誤,624
定義,829
保護,262
從資料庫中刪除表格,613
設定無效,600
部署,329
備份,219
維護,138
Cookie
在網頁瀏覽器中啟用,55
Corporate 樣式,528
CSV 格式
報表,377
CSV 輸出
重複交叉資料表標籤,576
Cube,365
Analysis Studio,365
IBM Cognos Series 7,397
IBM Cognos Series 7 多語言性質,399
PowerCubes 開啟緩慢,638, 654
為重新建置的 PowerCubes 重新整理報表服務連線,117
無法開啟,606
開啟 IBM Cognos Series 7,399
資料來源,175
對關係資料的逐層分析進行故障排除,688

D
Data Integration Service,120
DB2,648
支援 DB2 CLI 連線屬性,210
支援的 Java 版本,599
建立計量資料套件時發生錯誤,698
DB2-ERR-0005,622
DB2 Content Store
執行 C8DB2.sh 指令碼時出錯,620
DB2 OLAP
資料來源,179, 180
DB2 資料來源,174
Delivery Service,120
自訂 SMTP 錯誤處理,578
設定附件的壓縮,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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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atcher,119
分組,126
多個 Dispatcher 的容錯移轉,131
刪除,125
使用正在進行的請求因數平衡負載,142
使用處理能力平衡負載,141
保護,132
負載平衡,143
重新命名,129
停止和啟動,122, 124
移動,126
設定 Servlet Gateway 的掃描,132
設定狀態掃描,131
測試,130
匯入,345
應用程式層元件電腦,625
叢集相容模式,143
DPR-CMI-4006 錯誤,605
DPR-DPR-1035 錯誤,599
DPR-ERR-2079 錯誤,690, 711
DPR-ERR-2082 錯誤,673
DSServlet
執行,98
DuseCMLargeResultSet 參數,605

E
ERWin 中繼資料
記憶體不足錯誤,647
Essbase,179
Cube 範例,80
ESSBASEPATH
新增,622
eTrust SiteMinder 名稱環境,225
Event Studio
CNC-ASV-0001 java.lang.StackOverflowError,669
代理程式,401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自訂樣式,521
將資料庫復原為原始狀態,89
報表不包含資料,668
無法從 Event Studio 呼叫 SDK,669
範例,87
儲存代理程式時電子郵件訊息中的超連結被去除,668
Excel 2002
變更預設副檔名,584
Excel 2007
控制報表輸出中的「不列印」樣式,585

Excel 報表
Analysis Studio,675
格式化,376

F
Firefox
瀏覽器設定,55
Fix Pack 2 中的新增功能
DB2 CLI 連線屬性,210
對巨集函數的增強支援,206
FOR 子句
OLAP 的結果錯誤,664
Framework Manager
加密錯誤,598
備份,219
範例模型,87

G
Gateway
何時使用 ISAPI,624
定義,829
建議的 Microsoft IIS 設定,624
指定報表資料服務的對映,129
記錄檔,588
連線問題,617
無法存取 URI,647
GB18030
支援,707
GlobalReportStyles.css 檔案,529
Google Search Appliance
支援,437
整合,435
Graphics Service,120
Great Outdoors 公司,62
資料庫、模型和套件,64
範例,61
Great Outdoors,66

H
HRESULT 錯誤,668
HTML
列印的報表令人不滿意,687
格式化報表,376
HTML 來源,780
HTML 檢視器,778
HTTP 錯誤 40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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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BM Cognos
SAP 中的商業,487
名稱環境,227
在 SAP Enterprise Portal 6.0 中安裝商業套件,486
使用 URL 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825
使用 URL 執行任務,811
使用 URL 啟動元件,814
範例,66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自訂樣式,521
拒絕存取,632
狀態頁面,113
建立自訂樣式,522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的 [計分卡] 窗格,113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的 [計量資料] 窗格,114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的 [設定] 窗格,114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中的狀態頁面,113
IBM Cognos Analysis for Microsoft Excel
基於儲存格的報表錯誤,707
IBM Cognos Application Firewall,227, 814
IBM Cognos BI
Dispatcher,122
在 Microsoft Office 中使用報表資料,361
沒有啟動服務,599
服務,122
無法在應用程式伺服器上啟動,617
管理,49
IBM Cognos BI Administration
故障排除,687
IBM Cognos BI Gateway 地址,723
IBM Cognos BI Samples,592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
在 64 位元 WebSphere 應用程式伺服器上連線時出現
問題,617
IBM Cognos BI 伺服器
無法啟動,600
IBM Cognos BI 和 PowerPlay
單一登入,397
IBM Cognos Business Insight,32
在展開的報表部分中顯示頁首和頁尾,542
報表樣式,542
儀表板,304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未在 UNIX 上找到字型錯誤,621
安裝後產生加密金鑰時出現問題,616
有關鍵盤導覽的問題,618
設定無效,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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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啟動,618
開啟時出現問題,588
儲存配置時出現問題,612
變更排序緩衝區大小,674
IBM Cognos Connection,265
Series 7 報表,57
下載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文件,362
下載 Microsoft Office 文件,362
已更新的 8.3 外觀,46
主頁首品牌,530
代理程式,403
自訂,546
自訂外觀,530
自訂使用者介面元素,546
自訂報表輸出格式,559
自訂登入頁面,561
自訂樣式,521
使用 URL 存取,825
建立自訂樣式,522
頁首中的背景色彩,531
頁首背景色彩,531
無法開啟,607
無法開啟已公佈的 Microsoft Office 文件,705
無法擷取入口網站資訊,716
項目未顯示,628
新增使用者介面元素,549
對不可用報表進行故障排除,706
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547
IBM Cognos Connection 樣式,283
IBM Cognos Controller
安全性,233
IBM Cognos Finance 資料來源,175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SSL,362
已編號的錯誤訊息,719
用於 Microsoft Office XP 的巨集安全性層級,362
在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下載文件,362
在 Microsoft Office 中使用 IBM Cognos 報表資料,361
在 Microsoft Word 中開啟,703
防火牆安全性拒絕,711
使用 [執行報表] 時發生錯誤,624
部署用戶端元件,361
無法檢視報表,713
資料大小限制,716
轉譯報表時進行故障排除,708
IBM Cognos Metric Designer
疑難排解,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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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ognos Metric Studio
疑難排解,695
IBM Cognos Monitoring 資料來源,175
IBM Cognos Navigator,761
IBM Cognos Office
已編號的錯誤訊息,722
支援的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722
安全性問題,713
配置和設定問題,703
處理問題,707
無法在 Microsoft Office 中初始化,703
開啟已公佈的文件時進行故障排除,704
IBM Cognos Office Connection，,624
IBM Cognos Planning - Contributor 資料來源,175
IBM Cognos Planning - Series 7 資料來源,175
IBM Cognos PowerCubes
開啟緩慢,638, 654
IBM Cognos Samples,66
IBM Cognos Search,763
IBM Cognos Series 7
Cube,175
IBM Cognos Connection 中的報表,396
PowerPlay 報表和 Cube,397
向入口網站中新增內容,57
使用名稱環境,57
使用者,231
執行 PowerPlay 報表,397
移轉報表,140
開啟 Cube,399
開啟 PowerPlay 報表,397
IBM Cognos Series 7 名稱環境,225
單一登入,397
IBM Cognos Series 7 報表
無法存取,636
IBM Cognos Transformer
已知問題,651
IBM Cognos Viewer,764, 767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自訂,537
自訂報表輸出格式,559
自訂樣式,521
修改樣式表,537
變更產品語言,537
IBM Cognos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全域篩選器,301
向下逐層分析動作,303
向上逐層分析動作,303
逐層分析動作,304

IBM Cognos Virtual View Manager,189
IBM Cognos Visualizer 報表
設定到 IBM Cognos BI 的逐層分析存取,463
IBM Cognos 自訂圖表,775
IBM Cognos 角色
更新,234
建立,233
IBM Cognos 延伸應用程式,768
IBM Cognos 服務
伺服器不可用,600
啟動,619
IBM Cognos 計量資料清單,768
IBM Cognos 群組
更新,234
建立,233
IBM Cognos 監視清單,46
IBM Cognos 影響圖表,774
IBM Cognos 歷程記錄圖表,773
IBM DB2,179
IBM InfoSphere Business Glossary
在 IBM Cognos Viewer 中進行存取,374
配置 URI,168
IBM InfoSphere Metadata Workbench
譜系解決方案,167
IBM Infosphere Warehouse Cubing 服務,182
IBM Lotus Connections
設定協同作業,168
IBM Lotus Notes
附件,582
IBM Metadata Workbench,37
譜系解決方案,373
IBM OmniFind Enterprise Edition
整合,435
IBM OmniFind Yahoo! Edition
整合,435
IIS (網際網路資訊服務)
使用單一登入,705
in_range 篩選器,577
Informix 資料來源,182
Internet Explorer,703
檢視雙位元組字元集時出現故障,596
瀏覽器設定,55
IQD 資料來源
對 Sybase 連線錯誤進行疑難排解,651
IQD 檔案
無法使用,652
ISAPI
何時用於 Gateway,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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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iew,485
個人化,488
配置,487
預設內容和外觀,488
編輯,487

J
jar 檔案
啟動配置時發生錯誤,619
Java
DB2 Content Store 支援的版本,599
使用所有 CPU,599
Java 指令碼
在網頁瀏覽器中啟用,55
Java 虛擬機
匯入部署時發生當機,621
Java 錯誤
故障排除,644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598
JAVA_HOME
設定,619
JavaScript 函數
customize 函數,566
建立自訂登入頁面,566
JRE
使用 Portal Services 時發生衝突,640
JVM
使用 Portal Services 時發生衝突,640

L
LDAP 名稱環境,225
Linux
字元不正確顯示,612
安裝期間出現損毀字元,609
Lotus Notes
附件,582

M
Map Manager
為多語言配置,51
匯入已轉換的文字檔案,693
匯入檔案,693
MDX 查詢,187
Metric Designer
CCLAssert 錯誤訊息,700
已知問題,699
不顯示報表,700
沒有產生累積,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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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卡階層架構預覽中出現空白,700
將 IQD 檔案新增至匯入來源,700
處理範本時發生錯誤,700
Metric Store
失敗,624
權限,699
Metric Studio
Metric Store 的使用者權限,699
Metric Store 檢查失敗,698
Oracle 錯誤導致無法執行報表,697
Oracle 錯誤導致資料載入失敗,697
SQL Server 2005 錯誤,697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39, 45
已知問題,696
不顯示載入的資料,697
支援套件,696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建立計量資料,419
計量資料,419
計量資料維護任務失敗,698
套件初始化錯誤,699
記錄檔,695
匯入時發生錯誤,699
調整連線,155
權限遭拒,698
Metric Studio 的支援套件,696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
建立匯入任務,422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419
刪除任務,421
更新搜尋引擎索引,423
建立套件,419
建立匯出任務,424
建立維護任務,424
重新計算衍生值,423
修改任務,421
修改匯入任務,422
執行任務,420
將資料傳輸至 Metric Store,422
將資料匯入至 Metric Store,422
將資料匯入至資料轉換表,421
排程任務,420
清除拒絕的資料記錄,423
清除拒絕表,423
清除計量資料歷程記錄和行事曆資料,423
清除計量資料歷程記錄資料,423
清除稽核歷程記錄,423

索引
匯入資料任務,421
維護任務,423
變更匯入任務,422
變更匯出性質,427
讓使用者與名稱環境同步,423
Metric Studio 的計量資料套件
變更預設動作,420
Metrics Manager Service,121
Microsoft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493, 501
安全性更新會影響記憶體,600
Microsoft .NET Framework,361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225
Microsoft Analysis Services
2000 (MSAS),183
Microsoft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2005 (SSAS
2005),183
Microsoft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2008 (SSAS
2008),183
設定 MSAS Cube 範例,77
單一登入,183
資料來源,183
Microsoft Excel
#NAME? 錯誤,707
COC-ERR-2305 錯誤,721
COC-ERR-2607 錯誤,721
未匯入報表內容,711
列和欄限制, 解決,712
在活頁簿中使用 IBM Cognos 報表資料,361
更多或所有錯誤,712
活頁簿非預期關閉,706
重新整理內容, 故障排除,723, 724
錯誤編號,710
Microsoft Excel 2007
支援,44
Microsoft IIS Web 伺服器
建議的 Gateway 設定,624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IBM Cognos Office 中的設定選項,718
設定安全性選項,705
無法初始化 IBM Cognos Office,703
Microsoft Office
未安裝支援的應用程式,721
在活頁簿和簡報中使用 IBM Cognos 報表資料,361
報表資料服務,122
Microsoft Office 文件
從 IBM Cognos BI 下載,362

Microsoft Office 功能
為 MDX 查詢安裝,187
Microsoft Outlook
解決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問題,703
Microsoft PowerPoint
在簡報中使用 IBM Cognos 報表資料,361
匯入投影片時進行故障排除,721
對報表格式和版面進行故障排除,715
Microsoft SharePoint
支援 Portal 2003,46
Microsoft SQL Server,186
建立資料來源連結,635
為 VBA 應用程式安裝 Microsoft Office 功能,187
單一登入,186
資料來源,186
Microsoft Word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未啟動,703
缺少報表物件,709
Microsoft 登錄編輯程式
增加通訊端或連接埠,622
MS Cube,606

N
NTLM 名稱環境,225
拒絕對 IBM Cognos Administration 的存取,632

O
ODBC
資料來源,188
資料來源連結,635
OLAP 來源
無法連線,637
OLAP 資料來源,606
缺少成員或無法存取,623
連線,81
語言,673
OP-ERR-0199 錯誤,660
OP-ERR-0201 錯誤,661
ORA-00907 錯誤,675
Oracle
CM-CFG-5063,637
CM-SYS-5007,637
CM-SYS-5036,637
Content Manager 連線,637
Metric Studio 中斷與資料庫的連線,697
NLS_LANG 環境變數,699
完整外部結合,650
部署錯誤,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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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使用 IQD 檔案,652
無法執行 Metric Studio 報表,697
Oracle Content Store
初始化時發生錯誤,624
相容性等級,624
Oracle Essbase
查詢失敗,622
資料來源,179
變更,661
Oracle WebCenter Interaction 入口網站
自訂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93
部署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89
無法編輯物件性質,641
遠端伺服器,490, 492
Oracle 完整外部結合,648
Oracle 資料來源,190
故障排除,675
Oracle 資料庫
代理連線,205, 208
虛擬個人資料庫,205, 209
Oracle 應用程式伺服器
IBM Cognos BI 部署失敗,611
OutOfMemory 錯誤,605

P
PCA-ERR-0057 錯誤,678
pcactivate
部署更新的 PowerCubes,199
PDF 手冊列印,595
PDF 安全性
在報表中設定,376
PDF 格式
內容壓縮類別設定,148
在報表中排除空白頁面,390
字元編碼設定,148
字型嵌入設定,148
設定進階選項,371
報表,376
壓縮算術層級設定,148
檔案設定,148
PDF 問題
列印報表,686
報表中遺失影像,686
圖表,686
PDF 檔案中的內容壓縮類型,148
PDF 檔案中的字元編碼,148
PDF 檔案中的壓縮算術層級,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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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 (主要可交互運作組件)
安裝子機碼,703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Console 服務,121
Planning Web 服務,121
Planning 工作服務,121
Planning 資料服務,121
Portal Services,761
協定概要,509
執行時期參數,474, 508
無法存取入口網站應用程式,640
無法登入,632
無法驗證使用者,632
僅管理員可以使用 IBM Websphere 入口網站查看入
口網站應用程式,642
圖示圖形不起作用,685
與 JRE 衝突,640
PowerCubes
pcactivate,199
公佈失敗,657
至 Cube 檔案的路徑,196
位置路徑,175
更新,38, 199
建立套件,351
建立資料來源連結時發生錯誤,637
重新整理報表服務連線,117
最佳化,175
無法開啟,606
開啟緩慢,638, 654
資料來源,175
對逐層分析進行故障排除,689
錯誤的結果,666
PowerPlay
字型轉換 Series 7 Web 報表,729
使用 PowerPlay 報表編寫工具,397
指定 IBM Cognos Connection 的伺服器位置,129
執行報表時進行故障排除,714
連線問題,715
報表性質,271
無回應, 故障排除,717
無法擷取中繼資料,717
變更報表預設,398
PowerPlay Cube
包括在索引中,432
PowerPlay Studio,705
PowerPlay Web Explorer
使用 Cube,399

索引
PowerPlay 報表
設定到 IBM Cognos BI 的逐層分析存取,464

Q
QE-DEF-0068 錯誤,683
QE-DEF-0177,648
QE-DEF-0177 錯誤,674
QE-DEF-0259,649
QE-DEF-0285 錯誤,683
QE-DEF-0288 錯誤,674
QE-DEF-0325 錯誤,683
qrsvpproperties.xml.sample 檔案,573
Query Studio
不使用資料建立報表,372
以預覽模式啟動,568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自訂工具列和功能表,535
自訂功能表色彩,534
自訂資料格式,568
自訂圖形,534
自訂樣式,521
修改樣表,534
報表,365
報表定義,592
報表性質,271
關閉工作階段快取,162
變更預設範本,573
Query Studio 中的報表定義,592

R
RDS-ERR-1047,719
RDS-ERR-1048,719
RDS-ERR-1049,719
RDS-ERR-1050,719
RDS-ERR-1053,719
RDS-ERR-1055,719
RDS-ERR-1057,719
RDS-ERR -1011 錯誤,715
RDS-ERR -1037 錯誤,717
RDS-ERR -1043 錯誤,718
RDS-ERR 1038 錯誤,717
RDS-ERR 1041 錯誤,718
RDS-ERR 1042 錯誤,718
Report Server
設定,159
管理資料來源連結逾時,200
Report Studio
Map Manager,51

不平衡階層架構,656
不齊整階層架構,656
介面字型,533
功能表色彩,533
未啟動,609
安全功能和特性,245
自訂報表範本,539
自訂圖形,533
自訂樣式,521
建立逐層分析報表,460
故障排除,687
修改樣式表,533
專業編寫設定檔,252
報表,365
報表性質,271
測試,592
編寫模式,42
儲存工作中的變更,706
關閉工作階段快取,162
Report Studio 專業 URL,815, 816
Report Studio 編寫模式
啟用,42
ReportNet
至 IBM Cognos BI 的升級檔案,589
ReportNet 報表
升級時格式發生變更,681
Resources.xml 檔案,541
RQP-DEF-0177 錯誤,678
RSS
定義,833
RSS 通路
顯示 HTML 代碼,476
RSS 檢視器,779
RSV-CM-2005 (錯誤訊息),709
RSV-DR-0002 錯誤,673
RSV-SRV-0025 錯誤,668
RSV-SRV-0040 錯誤,660
RSVP.FILE.EXTENSION.XLS,584
RSVP.PROMPT.RECONCILIATION 設定,159
RSVP.RENDER.VALIDATEURL,814

S
Safari 網頁瀏覽器
逐層分析連結無效,688
SAP
密碼政策,630
SAP Business Information Warehouse (SAP BW) 資料來源,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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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BW
使用非 ASCII 文字值,680
建立套件,351
查詢中的錯誤語言,648
套件, 最大物件數,353
套件, 編輯,351
執行報表時出現的錯誤,643
無法識別 SAP 權限,632
無法識別版本,643
SAP BW 套件中的最大物件數,353
SAP BW 資料來源
在報表上建立分區,661
空結果,664
查詢計算,663
語言,378
驗證問題,633
SAP EP
自訂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87
部署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85
SAP portal
支援的版本,485
SAP 不平衡階層架構
Transformer 中的疑難排解,653
SAP 名稱環境,225
針對驗證重複提示,630
登入問題,630
SAP 查詢
在 Transformer 模型中缺少類別,653
SAP 套件
產生 PowerCube 時發生 BAPI 錯誤,651
SAP 資料來源
對資料擷取進行疑難排解,653
SDK
無法從 Event Studio 呼叫 SDK,669
Series 7 PowerPlay Web 報表
來回轉換安全,729
Service
Agent,120
Delivery,120
SharePoint Portal Server
配置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Manager 管
理員,502
部署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93, 501
Shift-JIS 編碼
範例,726
SiteMinder
登入至名稱環境,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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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P 佇列計量資料
啟用,169
SMTP 錯誤處理
Delivery Service,578
Solaris
JRE 1.5,621
SQL
內部結合,650
將應用程式內容新增至動態 SQL,38
SQL Server
找不到,636
建立資料來源連結,635
無法使用 OLE DB 連線進行連線,635
SQL Server 2005
嘗試執行 Metric Studio 時出錯,697
SQL 指令碼
刪除資料庫,613
SQL,212
SSAS 2005 Cube
疑難排解,662
SSAS 2005 資料來源
消失的資料格式,682
SSL
為 IBM Cognos for Microsoft Office 配置,362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資料來源,192
Sybase 資料來源連結
疑難排解,651
System z 上的 Linux
C8DB2.sh 指令碼錯誤,620
system.xml 檔案
用於移除動作,552
用於新增自訂動作,554
用於新增使用者介面元素,549
用於新增捷徑動作,555
用於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547
為排程設定觸發器,583
移轉,545
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548
關閉將報表作為電子郵件附件的功能,581

T
Tab 鍵
IBM Cognos Configuration 中的問題,618
templates.xml 檔案,540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建立包含 TM1 內容的頁面,470
修改 TM1 Viewer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71

索引
TM1 資料來源,193
中繼資料樹狀目錄的順序,663
報告差異,663, 666
TR0787 錯誤
Transformer,653
Transformer
建立計算的欄,653
重建 PowerCube 會發生 TR0787 錯誤,653
無法開啟 IQD 檔,652
Type-In SQL,648

U
UDA-SQL-0031 錯誤,678, 683
UDA-SQL-0107,648
UDA-SQL-0114,648
UDA-SQL-0114 錯誤,668, 674, 678
UDA-SQL-0129 錯誤,683
UDA-SQL-0206 錯誤,668
UDA-SQL-0564 錯誤,678
UDA-TBL-0004 錯誤,674
unicode,682
UNIX
未找到字型錯誤,621
建立資料來源連結,635
Upfront NewsBox
新增到入口網站,57
URI
無法存取服務,647
URL
url_xml,811
用於隱藏使用者介面元素,547
在 IBM Cognos 中執行任務,811
存取 IBM Cognos Connection,825
存取服務時使用,811
建立,266
啟動 IBM Cognos 元件,814
隱藏使用者介面指令,547
URL 重導
自訂登出,567
URL 驗證,814

Web 組件,493, 501
IBM Cognos,493, 501
Web 搜尋服務
整合,435
web.config 檔案
web.config.sample,497, 504
配置 Cognos Web 組件,497, 504
WebLogic
Servlet 類無法載入,625
啟動指令碼失敗,610
部署 p2pd.war 檔案,611
無法反序列化內容屬性,611
WebLogic 的 p2pd.war 檔案,611
WebLogic 應用程式伺服器
IBM Cognos BI 失敗,610
WebSphere
解析程式與報表資料服務衝突,713
WebSphere Portal
安裝入口網站應用程式檔案,482
自訂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84
部署 Cognos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81
WebSphere 應用程式伺服器
IBM Cognos BI 部署失敗,611
啟動指令碼失敗,610
連線至 IBM Cognos BI 入口網站時出現問題,617
Windows IIS
建議的 Gateway 設定,624
Windows 事件檢視器,587, 591
WSRP 標準
入口網站應用程式,472

X
XML
資料來源,195
XML 格式
報表,376
XML 樣式檔案
修改,526
XQE-DS-0006,622

V
Vargraphic 資料類型,648

W
Web 服務說明語言
將入口網站應用程式匯入至 IBM Cognos
Connection,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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