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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IM-共通主表的扩充 

对IM-共通主表的智能手机版的扩充只是通用检索画面选项卡的扩充。 

与 PC 版的共通检索画面相同，存在通用检索画面选项卡接口，通过实现添加独自检索处理的选项卡，使得

统和操作容易实现。 

 

本指南对上述扩展各自的生成方法进行了说明。 

 

1.1 前提知识 

本文档基于在 IM-共通主表中实际提供的功能，提供示例代码并说明实现方法。 

作为其前提，在智能手机版画面中扩展检索选项卡时需要脚本开发模式相关知识。（只需要脚本开发模式

的服务器端 JS。不需要 HTML 知识） 

作为其他技术元素，虽然需要 PluginManager 相关知识，但本指南不会对这些内容进行详细说明。请适时

参照下面列出的文档。 

1.1.1 Plugin Manager 

可通过插件的形式扩展 IM-共通主表的主表维护画面和 API 的功能。若要添加插件，则需按照与扩充点相应

的内容实现生成插件，并记载到设定文件中以便将插件安装到对象的扩充点上。 

由 Plugin Manager 来管理扩充点和插件的关系。在发生了向同一扩展点扩展的冲突等时，PluginManager

会自动选择优先度高的插件。 

生成 IM－共通主表的主表维护画面和 API 的扩展时，需要事先理解 PluginManager。关于 Plugin Manager

的详细信息，请参照 API 列表的 Plugin Manager 相关项。 

1.2 关于标记 

在本指南中，关于由环境和实现引起的不同记述，使用了下述标记。请根据各自的安装环境和生成的实现

理解其含义。 

 

标记 意思 

%plugin_id% 插件 ID。由插件实现者定义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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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用检索画面的扩充 

通用检索画面是为了能够从应用程序共用 IM-共通主表检索处理而实现的检索功能。 

 

智能手机版通用检索画面由画面处理基础平台、插件两个元素构成。 

通过以插件的形式添加检索功能，可生成由通用检索画面统合的检索处理。 

2.1 动作概要 

以通用检索画面的基础平台和插件接口为中心，对实现配置和动作概要进行说明。 

2.1.1 通用检索画面选项卡动作概要 

通用检索画面由基础平台部分和插件构成。基础平台部分会生成检索画面窗口、调用插件并传递检索结果。

插件可将用户的选择值传递给基础平台。从检索条件的受理、检索到返回结果全部作为插件的处理来实现。 

基础平台部分会管理初始显示及基本条件（是否包含检索基准日、区域、删除信息等），并显示、传递、

汇总检索结果。 

在“图 2-1 通用检索画面选项卡动作概要”中说明了通用检索画面的配置概要。 

 

 

图 2-1 通用检索画面选项卡动作概要 

2.1.1.1 单选模式和多选模式 

画面基础平台可根据启动时的参数在检索画面切换是多选还是单选。单选时，在检索结果一览所选的项目

将被作为选择结果来使用，多选时，会在检索结果一览的下部显示选择内容一览，并在那里贮存选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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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单选模式和多选模式 

 

与 PC 版不同，已选项目的决定/取消全部由基础平台侧控制。 

2.1.1.2 在基础平台部分发生的事件的处理 

智能手机版通用检索画面中有 4种画面模板。 

根据检索处理、返回内容决定使用哪个模板。 

根据每个使用的模板不同从基础平台发生的事件也各不同。 

由基础平台侧调用的事件根据所使用的模板不同而不同。 

需要根据每个使用的模板来实现插件以便满足各种要求。 

2.1.1.2.1 关键字 

1. search 

点击了“检索”时会调用。 

2.1.1.2.2 层次 

1. search 

点击了“检索”时会调用。 

2. searchTreeAll 

在初始处理时调用。大量数据模式为 OFF 时调用。 

3. searchTreeInclusion 

初始处理、层次移动时调用。大量数据模式为 ON 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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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3 关键字＋添加条件一览 

1. search 

在一次检索结果一览中点击了项目时、在添加条件一览中选择了项目时调用。 

2. preSearch 

点击了“检索”时会调用。 

3. searchAdditionalCondition 

在一次检索结果一览中点击了项目时调用。 

2.1.1.2.4 层次＋添加条件一览 

1. search 

点击了“检索”时会调用。 

2. searchTreeAll 

在初始处理时调用。大量数据模式为 OFF 时调用。 

3. searchTreeInclusion 

初始处理、层次移动时调用。大量数据模式为 ON 时调用。 

4. searchAdditionalCondition 

在层次一览中点击了层次项目时调用。 

 

必须作为服务器端的 js 实现这些处理，并进行适当操作。 

2.1.1.3 大量数据模式中的层次移动 

在层次模板、层次＋添加条件一览模板中，“层次移动”图标会显示于层次项目中。 

根据大量数据模式的状态不同，显示方法和基础平台发生的事件也不同。 

 大量数据模式 OFF（默认） 

 初始处理中会调用 searchTreeAll 并取得全部层次信息。 

 每层都存在下层时，会显示“层次移动”图标。 

 层次移动时不会与服务器通信。 

 大量数据模式 ON 

 初始处理或层次移动时会调用 searchTreeInclusion，取得每层信息。 

 无论是否存在下层，都会显示“层次移动”。 

 点击了“层次移动”图标时，若存在下层，则会显示下层信息。 

 若不存在下层，则隐藏“层次移动”图标。 

 没有记忆是否存在下层。因此移动到其他层后再返回原来层时，所有的层次都会显示“层次移

动”图标。 



intra-mart IM-共通マスタ スマートフォン拡張プログラミングガイド

 

Page 6 Copyright 2000-2012 恩梯梯数据英特玛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2.2 实现的详细信息 

2.2.1 通用检索画面选项卡的实现 

若要添加在通用检索画面中使用的插件，需要准备下述内容。 

 记述插件配置信息的 plugin.xml 

 用于应答基础平台部分所产生事件的 js（ssjs） 

2.2.1.1 生成记述插件配置信息的plugin.xml 

在此以用户检索（关键字）插件的 plugin.xml 为例进行说明。 

 

列表 2-1 用户检索（关键字）选项卡的 plugin.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lugin> 

 <extension point="jp.co.intra_mart.common.search.tabs.smartphone"> 

  <search  

   name="standard"  

   id="cn.co.intra_mart.im_master.app.search.tabs.department.tree.smartphone"  

   version="8.0.0" rank="1"> 

   <content  

    title="%tabtitle"  

    template="tree"  

    page="im_master_smartphone/plugins/department/tree_plugin"  

    large_data_mode="false"> 

   </content> 

  </search> 

 </extension> 

</plugin> 

 

 extension 标签  

 point 属 性  ： 指 定 通 用 检 索 画 面 的 插 件 。 智 能 手 机 版 中 固 定 是

“cn.co.intra_mart.common.search.tabs.smartphone”。 

 search 标签  

 Plugin Manager 会在管理依存关系时使用 name，version，rank 等属性。详细信息请参照 Plugin 

Manager 文档。 

 id 属性 ：Plugin Manager 在管理依存关系时使用。为了标记出是用于智能手机的，在其末尾添

加“.smartphone”。 

 content 标签  

 title 属性：在用于切换通用检索画面插件的组合框中设定显示名称。%标记表示国际化消息键。

关于国际化请参照 Plugin Manager 用户手册。 

 template 属性：设定要使用的模板种类。 

 page 属性：设定实现了插件处理的 SSJS 页面路径（无扩展符）。 

 large_data_mode 属性：指定大量数据模式的 ON/OFF。未设定时按照 OFF 动作。 

"false"：大量数据模式 OFF 动作。初始显示时取得全部层次信息。 

"true"：大量数据模式 ON 动作。每次层次移动时都进行检索处理。检索件数的结束等是在插件

侧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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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 content 标签中记述下述标签，可为每个基础平台侧产生的事件变更其函数调用文件。无法变更由

基础平台调用的方法的名称。 

 search 标签 

 page 属性：设定实现了函数“检索”的 SSJS 页面路径（无扩展符）。 

 search_tree_all 标签 

 page 属性：设定实现了函数“全层次信息检索”的 SSJS 页面路径（无扩展符）。 

 search_tree_inclusion 标签 

 page 属性：设定实现了函数“下层信息检索”的 SSJS 页面路径（无扩展符）。 

 pre_search 标签 

 page 属性：设定实现了函数“一次检索”的 SSJS 页面路径（无扩展符）。 

 search_additional_condition 标签 

 page 属性：设定实现了函数“一次检索”的 SSJS 页面路径（无扩展符）。 

 

将此 xml 文件配置于 Plugin Manager 的管理文件夹中。具体路径如下。 

此外，为了能够通过%plugin_id%判断是智能手机，推荐记入“smartphone”。 

 
<（展开的 war）/WEB-INF/plugin/%plugin_id%/plugin.xml> 

 

变更了 plugin.xml 时，需要重新启动 intra-mart。 

 

2.2.1.2 生成用于应答基础平台事件的js 

基础平台会在特定时间调用插件的特定方法。根据所使用的模板不同调用方法也不同。对各模板实现的处

理进行说明。 

关于各方法的接口详细信息请参照“IM-共通主表 智能手机扩展接口定义一览”。 

 

此文件的配置场所和 2.2.1.1生成记述插件配置信息的plugin.xml 中content标签的page属性一致。 

 

2.2.1.2.1 关键字 

表 2-1 关键字模板中必需的方法一览 

 方法名 返回值 说明 

1 search(Object, Boolean, 

String) 

Object 点击了“检索”时调用。以指定格式返回检索结果。 

参数说明： 

Object: 启动参数 

Boolean: 大量数据模式 

String: 检索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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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2 层次 

表 2-2 层次模板中必需的方法一览 

 方法名 返回值 说明 

1 searchTreeAll(Object, 

Boolean) 

Object 基础平台的初始处理时调用。在大量数据模式为 OFF

时会调用此方法。以指定格式返回包含全部层次的检索

结果。 

参数说明： 

Object: 启动参数 

Boolean: 大量数据模式 

2 searchTreeInclusion(Ob

ject, Boolean, Object) 

Object 基础平台的初始处理时、以及层次移动时调用。在大量

数据模式为 ON 时会调用此方法。以指定格式返回只包

含相应层次的检索结果。 

参数说明： 

Object: 启动参数 

Boolean: 大量数据模式 

Object: 移动到的层次 

3 search(Object, Boolean, 

Object) 

Object 在层次一览中点击了层次项目时调用。以指定格式返回

检索结果。 

参数说明： 

Object: 启动参数 

Boolean: 大量数据模式 

Object: 在层次一览中选择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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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3 关键字＋添加条件一览 

表 2-3 关键字＋添加条件一览模板中必需的方法一览 

 方法名 返回值 说明 

1 preSearch(Object, 

Boolean, String) 

Object 点击了“检索”时调用。以指定格式返回检索结果。 

参数说明： 

Object: 启动参数 

Boolean: 大量数据模式 

String: 检索关键字 

2 searchAdditionalCondit

ion(Object, Boolean, 

Object) 

Object 在一次检索结果一览中点击了项目时调用。以指定格式

返回检索结果。 

参数说明： 

Object: 启动参数 

Boolean: 大量数据模式 

Object: 在一次检索结果一览中选择的项目 

3 search(Object, Boolean, 

Object, Object) 

Object 在一次检索结果一览中点击了项目时，以及在添加条件

一览中选择了项目时调用。以指定格式返回检索结果。

参数说明： 

Object: 启动参数 

Boolean: 大量数据模式 

Object: 在一次检索结果一览中选择的项目 

Object: 在添加条件一览中选择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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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4 层次＋添加条件一览 

表 2-4 层次＋添加条件一览模板中必需的方法一览 

 方法名 返回值 说明 

1 searchTreeAll(Object, 

Boolean) 

Object 基础平台的初始处理时调用。在大量数据模式为 OFF

时会调用此方法。以指定格式返回包含全部层次的检索

结果。 

参数说明： 

Object: 启动参数 

Boolean: 大量数据模式 

2 searchTreeInclusion(Ob

ject, Boolean, Object) 

Object 基础平台的初始处理时、以及层次移动时调用。在大量

数据模式为 ON 时会调用此方法。以指定格式返回只包

含相应层次的检索结果。 

参数说明： 

Object: 启动参数 

Boolean: 大量数据模式 

Object: 移动到的层次 

3 searchAdditionalCondit

ion(Object, Boolean, 

Object) 

Object 在层次一览中点击了层次项目时调用。以指定格式返回

检索结果。 

参数说明： 

Object: 启动参数 

Boolean: 大量数据模式 

Object: 在层次一览中选择的项目 

4 search(Object, Boolean, 

Object, Object) 

Object 在层次一览中点击了项目时，以及在添加条件一览中选

择了项目时调用。以指定格式返回检索结果。 

参数说明： 

Object: 启动参数 

Boolean: 大量数据模式 

Object: 在层次一览中选择的项目 

Object: 在添加条件一览中选择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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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5 关于结果的格式 

请将结果整理成下述格式的对象数组后再返回。 

 

属性名 类型 说明 

data Object 将实际上从数据库中取得的记录内容设定为对象。 

以属性名作为列名，在值中设定该列的值。 

type string 表示数据种类的字符串。 

设定从中取得信息的表的物理名。 

keyFields Array 字符串数组。 

请将用于表示 data 内唯一性的键的属性名设定为数组。使用该信息

以便避免在画面处理基础平台侧进行重复选择。 

具体来说会从 data 取得在 keyFields 中设定的名称属性，若全部值

和类型都一致则判断为相同数据。 

displayName string 在画面中显示对象时使用的显示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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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录 

3.1 通用检索画面的扩充相关信息 

3.1.1 通用检索画面的扩充点 

在通用检索画面中用于添加插件的扩充点只有下面一个。 

 

  扩充点 

1 通用检索画面 添加插件 cn.co.intra_mart.common.search.tabs.smart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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